
本报记者 蔡樱子

【历史档案】
1964年，启东实现粮棉双高产，44万

亩粮田平均亩产粮食832斤，59万亩棉田
平均亩产皮棉131.7斤，双双超过《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目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的社论，称启
东是实现粮棉双丰收的“一个比较突出的
范例”，号召全国向启东学习。从1962年
起，启东代表先后12次出席全国性农业
工作会议，8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
见。1973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专

稿，给予启东《金山银山一担挑》的美誉。
1978年，启东棉花总产104万担，单产
181斤，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全国第二个
百万担皮棉县，再创历史高峰。

【记者追踪】
“棉花县长”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对原

启东县常务副县长秦素萍的亲切称呼。4
月16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秦
老，91岁的秦老讲述了当年战天斗地夺

“金银”的故事。
“1963年8月，因为在启东县主抓棉

花生产，我来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棉花
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总理掷地有声的
讲话。”受到极大鼓舞的秦老回到家乡
后，发动全县干群，甩开膀子干了起来。喊
响了“立足黄海边，胸怀全世界”“用革命
精神种田，以科学态度种田”等口号，全县
办起了六百多所红专夜校，培训植棉种粮
人才。树了36个红旗大队、72个标兵生产

队，掀起了比学赶超的群众运动。
“50多年了，但周总理接见我的情形

一直在眼前。”秦老的语气激动起来。1965
年3月，秦素萍再次进京，出席了全国第
四次棉花生产会议。她代表启东介绍了粮
棉高产经验。周总理很是满意，当众表扬
说：“启东县人多地少，每人亩把地，半粮
半棉。棉花高产，粮食也高产，自给有余，
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是要树这样的典型，
这种经验值得提倡。”也就是在这次会议
上，启东县被周总理树为粮棉双高产的典
型。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
号召向启东学习，头版二条还刊登了秦素
萍介绍启东工作经验的长文。

秦老说，就是在第二天下午的座谈会
上，周总理和她相邻而坐。轮到她发言时，
总理亲切地询问具体情况。“总理仔细询
问了启东有多少农田、粮棉各有多少面

积、产量多少，如何预防台风等。”秦老一
一回答，对于启东在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主要是缺少生产工具，如小型拖拉机、铁
搭柄等。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原中共
中央农工部副部长江一真马上来到启东
调研，很快就调来了5万吨磷肥、几十万
根用于做铁搭柄的竹杆。

在那个年代，启东不断克服台风等各
种自然灾害，粮棉持续实现双丰收。1973
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金山银
山一担挑——介绍江苏省启东县粮棉连
年双高产》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启东的高
产经验，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此后，“金山银山一担挑”这一说法不
胫而走，成了启东的代名词。

【相关链接】
随着我市种植结构的调整，目前全市

棉花种植面积2万亩，农民的经济收入更
加多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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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0日，落户于启东高新
区的巴兰仕汽车维修检测设备项目建设现
场，挖掘机不停地伸展“手臂”平基坑，工人
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搭脚手架。“一期2.2万
平方米的厂房已完成桩基工程，目前正在
进行土建施工，预计今年10月份土建竣
工。”巴兰仕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

巴兰仕汽车维修检测设备项目由南通
巴兰仕机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10.3亿元，新建厂房、研发楼等共计约7.2
万平方米，添置加工中心、等离子切割机、
喷涂生产线等设备约526台（套）。该项目
分两期实施，一期总投资3.7亿元，用地50
亩，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于今年2月开
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主体厂房施工，预计
今年10月土建竣工。二期计划投资6.6亿

元，新增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目前正在办
理相关前期手续，计划今年四季度开工建
设。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汽车举升机近
10万台的生产规模，年应税销售12亿元，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举升机生产基地。

巴兰仕股份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
产、销售汽车检测设备、轮胎拆装机、轮胎
平衡机、汽车举升机、四轮定位仪等汽车
保修维修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产
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早在十年前，公
司就与启东结下了不解之缘。2009年，上
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南通巴兰仕机电有限公司，在滨海工业
园（现高新区）租用厂房进行生产，年产1
万台汽车维修检测设备。

市场前景广阔，现有的产能已无法满

足源源不断的订单。为扩大产能，进一步
做大做强，上海巴兰仕股份公司决定，由
南通巴兰仕机电有限公司在启东高新区
购置176.4亩土地，建设汽车举升机新的
生产基地。

“选择再次与启东高新区合作，看重
的就是这里的区位环境、功能配套、产业
集聚等方面的显著优势。近年来，启东市
委、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做大产业、做强
企业、做优环境的扶持政策，更加坚定了
我们在启东投资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上
海巴兰仕汽车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刚表示，将高标准建设新基地，全
面推进精益生产等生产管理模式，充分运
用自动化、智能化、数控型等先进生产工
艺，采用MES系统等两化融合及信息化

手段，迎合“中国制造2025”，努力打造现
代化高精端制造企业。

“巴兰仕是高新区科技小巨人企业，
也是高新区首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工业
项目。”启东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近海镇党
委书记陆旭辉说，高新区（近海镇）将始终
秉承“服务至上”理念，与业主单位通力协
作、密切配合、靠前服务，以一流的营商环
境、一流的团队精神，全力以赴保障项目

“零障碍”推进。 （陈丽娣）

巴兰仕机电一期桩基完工
致力打造世界最大汽车举升机生产基地

4月25日，南通市第十八届老干部门球
联谊赛在我市紫薇公园门球场举行。

比赛由南通市委老干部局主办，启东市
委老干部局承办，分2天举行，来自南通各县
（市、区）委老干部局、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
示范区组织人社局的11支队伍、100多名老
同志参加了比赛。 黄燕鸣 郁卫兵摄

门球争霸

本报讯 4月 25日上午，紧邻336
省道的城东加油站附近一幢三层楼房周
围拉起了警戒线，民警、特勤、消防等
在现场维护秩序，挖掘机挥舞大臂进行
拆除作业。

曾经，过往的市民都会发现，这里
有很长一段路没有标线，由于这幢三层
楼的“挡道”，导致路面宽度“浓缩”至
正常路面的一半。加之该路段车流大、
车速快，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这一晃，就是7年之久。虽然在此期间
汇龙镇政府多次与楼房所有人进行协

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悬而未
决。2015年，由于某公司资不抵债，相
关债权人向市人民法院提出了破产申
请。法院对其所有的这幢三层楼房进行
了拍卖。汇龙镇政府成功拍得该楼房
后，立即开始了拆除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今年4月，市政府办公室制定出拆
除方案，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具体职
责。由于这幢楼房常年无人，楼内的多
个房间内存放了很多无主杂物，拆除
前，汇龙镇进行了公告，要求杂物所有
人立即领回。4月24日17时，汇龙镇政

府工作人员在该幢楼进行多番巡查后，
确认楼内的最后一批杂物已经清理完
毕。为了保障拆除的顺利进行和道路交
通安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先期发布了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路 （惠阳路至泰山
路）交通临时管制通告”，提醒过往车辆
提前绕行。25日上午，由市政府办公室
牵头，汇龙镇、公安局、法院、消防、供
电、供水等部门组成联合拆除组，对这幢
盘踞人民东路7年之久的“钉子楼”进行
拆除。经过5个多小时的拆除作业，这幢
楼终被完全拆除，见证拆除全过程的市民

们纷纷拍手点赞。据汇龙镇副镇长李雷
兵介绍，目前市城投公司已经进场对现
场进行围挡，并已着手该
路段拓宽改造工程建设的
相关准备工作，预计2个月
完成。 （朱俊俊 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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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民东路一“钉子楼”被拔除
该路段拓宽改造工程预计2个月完成

金山银山一担挑

本报讯 4月19日至24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卫锋
率台办、商务局、启东经济开
发区、滨江医药化工园等单
位，赴台湾开展经贸交流和
招商引资活动。

黄卫锋一行首先考察了
台北中山医院，与中山医院
董事长陈福民洽谈。台北中
山医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
因医疗技术先进、医疗设备
新颖，吸引了200多位岛内
一流医学专家参与工作，服
务遍括31种不同医学学科。
董事长陈福民是国际著名妇
产科专家、美国医学院士、联
合国终身医界金人奖获得
者、台湾妇产科界泰斗，在岛
内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黄
卫锋希望其继续牵线岛内医
药医学资源，多多推介家乡，
多多推介启东生命健康科技
城项目。

在台期间，黄卫锋还与
DCB生技中心博士蔡佩宜，
台大、北医药学系教授胡幼
甫，讯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蔡政宪等台湾生技
企业及专家进行洽谈，介绍了
启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介
了启东投资环境、产业布局、
城市环境、政策机制等。黄卫
锋说，当前，启东正在全力打
造生命健康科技城，大力发
展生命健康研发产业，启东
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雄厚，
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台湾生
技术行业的领军者和业内专
家多来启东参观考察、投资
兴业，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
服务工作，与大家携手共进、
共创辉煌。

电子信息产业是黄卫锋一行此次考察的重点。
黄卫锋先后拜访了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台湾
电机电子商业同业公会等。黄卫锋向公会及众多电
子信息类企业介绍了启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优越
的投资环境以及启东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规划
布局，希望两家公会能够更多地宣传启东、推介启
东。2家公会纷纷表示，愿意为台湾与启东的经贸交
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更多企业到启东考察访问。

在内湖科技园区，黄卫锋详细了解园区规划、
发展趋势、管理模式等情况。内湖科技园区是台湾
由民间投资及政府放宽产业进驻而发展出来的科
技园区。区内资讯、通讯、生技产业林立，更有全球
知名的光宝、仁宝、明基等26家企业运营总部及
51家关系企业，12家研发中心、三大固网厂商和
新兴的IPS/SDC总公司布局于此。目前，园区进驻
厂商数超3000家。黄卫锋与园区负责人就发展模
式、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新竹地区，通过先豪集团引见，黄卫锋重点
拜访了新竹工商界人士，与优质企业洽谈合作项
目。黄卫锋说，新竹地区已有企业成功在启投资兴
业，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希望大家常来启东看望先
豪老朋友，广泛宣传推介启东新朋友，为企业发展
找到一流合作平台。

在台期间，黄卫锋考察拜访了南亚、佳士达、
威钢、大汉酵素等企业，就来启投资合作模式、合
作政策等方面交换了意见。 （黄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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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初等中等教育
招生计划公布
全市共计招生16468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

2018年秋季初等、中等教育招生计划已经公布。全
市计划小学招生6860人、初中招生6510人、普通
高中招生3098人。

2018年秋季计划招生小学173个班，计6860
人（其中：特殊教育学校 2个班，计20人）；初中
145个班，计6510人（其中：少体校1个班，计30
人）；普通高中69个班，计3098人（其中：特殊教育
学校1个班，计12人）；本市中等职业学校36个班，
计1600人（另市外1397人）。

小学部分：启东实验小学计划招收16个班，640
人；实验小学开发区分校计划招收4个班，160人；南
苑小学计划招收10个班，400人；南苑小学城南分
校计划招收4个班，160人。初中部分：折桂中学计划
招收14个班，630人；百杏中学计划招收14个班，
630人；长江中学计划招收12个班，540人；南苑中
学计划招收14个班，630人；开发区中学（含晨曦班
90人）计划招收6个班，270人。普通高中部分：启东
中学计划招收16个班，720人；启东中学苏教（剑桥）
国际班计划招收2个班，90人；汇龙中学计划招收
18个班，810人；市一中计划招收20个班，900人；吕
四中学计划招收12个班，566人。 （王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