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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痛舍弃 20 家意向企业

我市重点排污企业设立环
保总监

启东经济开发区招商注重“提篮选菜”，
着力提高亩均投入、亩产税收
本报讯 近日，启东经济开发区浦东
招商分局接洽到一个机械项目。该项目
的投资主体是一家德国公司，纯外资投
入，公司专业生产展览器械，拟在启投资
兴建产业基地。
“你们这个项目很好，也有核心竞争
力，但是与我们开发区的产业定位不太
相符。你们看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市别的
工业园区，比如高新区，那里拥有众多机

械制造企业，土地也相对宽松。”启东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春华对前来考察
的企业主如是说。
在 启 东 经 济 开 发 区 ，这 种“ 忍 痛 割
爱”已成为常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1 至
4 月，开发区已将 20 家意向企业“介绍”
至其他园区，总投资额逾 50 亿元。
开发区为何让肥水流至外人田？
“这与
我们的产业定位和招商原则分不开。
”
王春
华说，
“现在，我们已从‘捡到
篮子里都是菜’到‘精挑细选
找好菜’
的阶段了，
以
‘补链增
链强链’为原则，确保现有和
增量企业及产业项目衔接形
成全部或部分产业链条。
”

启东经济开发区作为我市经济发展
的主阵地、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拥有江苏
离上海最近的省级开发区的地理优势。
今年以来，启东经济开发区明确，围绕新
能源、半导体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和
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有选择
的招大引强招商原则。今年 1~4 月，在签
约的 8 个亿元以上项目中，生物医药项目
就有 4 个。另外，新能源 1 个，半导体电子
信息 1 个，总投资额逾 30 亿元。
同时，开发区优化项目评审制度，对
项目投资强度、科技能级、亩产税收、安
全环保等进行逐一把关，确保项目质量
高、绩效高、能耗少。
特别是在协议中明确，将亩均投入

从 350 万/亩提高到 400 万/亩，将亩产税
收从 20 万/亩提高到 30 万/亩，电子、生
物医药行业建筑密度下限从 40%提高至
45%，智能设备制造从 40%提高至 50%，
约定资本到位、开工、竣工、达产等关键
时间节点，如果达不到，最严重的将清退
项目收回用地。
产业第一、企业大强第二，已经成为
启东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的前提条
件。
前期，
开发区招商人员接洽到一家专业
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该企业拟投资 2 亿
元兴建新的项目，需要用地 60 亩。虽然产
业符合开发区的定位，
但是因为投入强度
不够，开发区还是果断“拒绝”了，并将其
介绍到了其他园区。 （范存娟 夏辉）

爱心义卖 扶弱助残
——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助残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 5 月 20 日是第 28 个全国
助残日。5 月 15 日下午，市特殊教育学
校开展助残日系列活动。在义卖活动
区，工作人员设立了 5 个摊位，出售鞋
子、挂件等各种陶瓷品、纯手工手机壳、
自制奶茶甜品、盆栽等商品。义卖开场
不到 1 个小时，摊位上的商品已经销售
一空。
“这些义卖作品都是学校的孩子们
亲手做出来的，孩子们能做出这些精致
的东西实属不易。”市特殊教育学校校
长李晓敏介绍说，通过义卖活动，不仅
能让更多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同时也启
发孩子自食其力、自立自强。
近年来，为了让残障孩子掌握一技
之长,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市特殊教
育学校为已经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智
障学生开设了职业高中班，并为他们
创 设 了 职 业 课 程 —— 汽 车 美 容 和 烘
焙。为充实孩子们的生活，学校陆续
建立了各种社团，有陶艺社团、绿植社
团、美工社团、藤编社团，学校根据每个
孩子的自身条件和兴趣爱好，选择适合
他们劳动技能的社团。
据悉，本次助残日系列活动内容还
包括，成立市特殊教育学校“爱心伞”志
愿者团队、市慈善基金会、海潮寺等单位
慈善捐助等。
（陈天灵）

开展深度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潘杨摄

汇龙镇环境整治标准提档升级
汇龙镇加强巡查督查考核力度，对村级
考核重点以巡查督查为主，发现问题及
时发到微信群，跟踪至整改完成，环境整
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今年，汇龙镇农村环境整治标准不
断提挡升级，明确要求各村进行一次全
面的大扫除，清理垃圾“码头”，彻底清理
卫生死角；三四级河道水面高标准机械
保洁；部分农路路肩铺设草坪砖；清理废
品收购点。
为此，镇长效办与巨邦公司工作人
员一起，就全镇环境整治提档升级多次

进行座谈商议、实地巡查，对整治暴露出
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5 月 2 日，汇龙镇组
织开展各村环境整治长效管理现场点评
会，重点对沿线沿河重点区域排查，点评
宅垅屋后难点死角，特别是废品收购点
清理出来的垃圾，商讨解决方案。本次共
巡查 18 个村，提出整改位置 66 处。巨邦
保洁公司表示，对查出的问题，将以最快
的速度落实到位，切实把各项保洁工作
做实、做细。
据了解，下阶段，汇龙镇将逐村逐埭
过堂，排出重点难点问题，找到每个死角

漏洞，清理每个陈旧垃圾堆；完善考核机
制，加强巡查督查考核，定岗定责重考
核，重责任担当，层层落实考核奖惩；狠
抓标准质量，重点区域沿路沿线进行地
毯式清理；水环境以现场考核为主，彻底
消除应付现象。
（范存娟 黄柳松）

南通东之杰电气有限公司以文化人、以情感人，员工感恩做事、创新作业——

员工成了“爱管闲事的人”
本报记者 钱爱仁 通讯员 张文禹
5 月 14 日下午 2 点 50 分，随着音乐
声响起，南通东之杰电气有限公司车间
隆隆的机器声戛然而止，工人们三三两
两地走进“茶歇区”，有的聊天交流，有的
喝茶、吃水果点心。原来东之杰公司别出
心裁地将“茶歇时间”制度引进车间，每
个工作日的上下午，员工可以到茶歇区
休息一刻钟。
员工多工作一分钟，就意味着为企
业多创造一份财富，缘何东之杰还要在

本报讯 近日，启东东岳药业有限公司设立了环
保总监，由公司副总经理陆东健担任。为规范重点排
污单位环境管理行为，深化重点排污单位主体责任，
提升企业自主守法能力，根据《南通市重点排污单位
环保总监管理办法》，我市正式推行重点排污单位环
保总监制度。
环保总监，是指在重点排污单位从事环保监督
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丰富环保工作经验，
并在属地环保部门报备的专（兼）职人员。环保总监
在单位负责人领导下，对单位环境负统一监督管理
职责。环保总监可以参与任职单位内部环保重大决
策，并对决策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还拥有组织开展
单位环保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活动；任职期间，不经授
权代表单位接受各类环境行政执法调查；参加环保
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交流、会议，以环境专家的身
份参加环境现场执法等权利。
据悉，上一年度被确定为重点排污单位的应当
设立环保总监。重点排污单位应当设立 1 名环保总
监，任期 3 年。同时，也鼓励其他排污单位设立环
保总监，加强企业内部环境行为管理。截至 4 月底，
我市东进电子材料（启东）有限公司等 40 家重点排污
单位已经全部完成环保总监书面申报工作，这标志
着我市“环保总监”责任网已初具雏形。接下来，环保
部门还将给这些环保总监颁发聘书，组织他们参加
相关培训。
（李朱雳 钱宇春）

南通二建与中设设计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逐村逐埭过堂 清理死角漏洞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汇龙镇大
陆村公共服务中心会议室内，邵云飞
等四五位老同志就宅陇垃圾堆积、村
庄卫生死角、水面保洁等问题畅谈建
议意见。作为巨邦保洁公司一线督查
员，由于环境整治标准的不断提档升
级，原先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现在的
要求。如何将压力化为动力，正是他
们讨论的内容。
据悉，汇龙镇农村环境长效管理于
去年 5 月完成招标，6 月 11 日由中标单位
江苏巨邦环境设备公司正式接手。此后

落实主体责任
提升环保水平

工作时间里留出“茶歇时间”？东之杰总
经理陈健说，东之杰倡导的是用心工作、
愉快做事，
“茶歇”制度只是企业“以人为
本”人性化管理的一个缩影。此外，企业
还有创意化的“员工须知二十五条”、微
信学习交流群，利用双休日组织员工学
习《弟子规》，建立员工荣誉墙，组织员工
参与志愿服务等等。
在员工每天陆续打卡上班的时候，
公司党委书记管家新早已将公司行政大
楼的角角落落都打扫了一遍，甚至在寒
冬腊月，他也一直这样坚持。正因为企业

自上而下以文化人、以情感人，员工亦感
恩做事。90 后员工王智慧是个“爱管闲
事”的人，他总是在工作过程中想着如何
优化人工流程，如何合理改进设备，因
此，他提出了一种施工升降机用电控箱
保护装置，能对电控箱进行保护，避免因
高空坠物而造成电控箱的损伤，为公司
创收颇丰。针对升降机钢丝绳调节装置，
他设计了将钢丝绳的固定方式改成可调
节的型式，防止因钢丝绳松动而使钢丝
绳滑出门轮导致下落的安全隐患，大大
提高了安全系数。

“每个员工都成了
‘爱管闲事的人’。”
陈健介绍，在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东
之杰已成为江苏省特种行业标杆企业，
与中国建筑、中国铁建、南通二建、南
通三建、江苏建工等知名企业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目前，企业是苏中最大建
筑用施工升降机企业，造船用升降机国
内第一，风塔运行维护升降机世界唯
一。下一步，企业将与中国兵器集团、
上海建工等知名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与
合作，努力做到行业认可、同行尊重、客
户认同。

本报讯 日前，南通二建与中设设计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中设设计集团是一家综合性工程咨询集团，前
身为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目前，中设设计集
团已经实现了从传统院所结构向集团管控型组织
架构的战略转型，形成了以综合规划研究院、交
通设计研究院、水运设计研究院、城建规划设计
研究院、铁道规划设计研究院、环境与智能事业
部、工程管理与检测事业部等七大业务板块为引
领的全行业、多领域融合发展的战略格局，尤其
在城市综合规划、公路桥梁、轨道交通、智慧城
市设计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扎实的基础。中
设设计集团先后荣获 300 多项国家、部、省级科技
进步奖、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和咨询成果奖以及
多项国际大奖。2014 年，中设设计集团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整体上市。
未来，南通二建将与中设设计集团在平台资源
共享、项目建设运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发展
优势互补、企业文化互鉴，在 PPP、EPC 项目开展广
泛合作，取得产业链发展共赢和价值链增值突破。战
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为推动合作双方的转型升级
和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黄燕鸣）

第二批全省知识产权领军
人才及骨干人才名单公示

我市神通阀门
2 人入选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江苏省知
识产权局日前公示了第二批江苏省知识产权领军人
才、骨干人才名单，我市神通阀门的张逸芳入选领军
人才，
龚燕华入选骨干人才。
知识产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护卫队。获选江苏
省知识产权领军人才、骨干人才，不仅要专业能力突
出、业务能力较强、学术造诣深厚，还要能带领形成
优秀知识产权团队，并发挥辐射和示范作用。
张逸芳现任神通阀门总裁兼知识产权总监及管
代，作为第一发明设计人的授权阀门专利 10 件，实用
新型专利 50 多件，发表论文 12 篇，主持与参与制订
国家标准 4 项，行业标准 27 项。龚燕华现为神通阀门
信息分析员，负责公司知识产权项目申报、知识产权
体系运行及专利方面等相关工作，为公司撰写并申
请了专利 205 件，其中发明专利 80 件，已授权专利
119 件，
其中发明专利 12 件。
（黄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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