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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偷倒、乱倒垃圾的行为屡禁
不止，不仅污染市容市貌，还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7月7日，四辆装载建筑垃圾的
卡车在城东四路碧桂园附近倾倒垃圾
时，被当场抓获。

7月7日10点时许，城东村村民丁某
途经城东四路时，发现一群人正在附近空
地上偷偷倾倒建筑垃圾。原本长着树木和
杂草的空地被大包的垃圾侵占，瞬间成了
不堪入目的垃圾场。而旁边还停放着两辆
载满垃圾的卡车，正等待着“卸货”。

丁某见此情景，赶紧通知村干部。村干
部接到消息，立即向汇龙镇政府汇报，并赶
到现场，试图制止、拖住垃圾偷倒者，防止
他们逃跑。汇龙镇政府联合城管部门火速
赶到现场，将偷倒者抓获。经城管局初步查
证，该垃圾是城区某在建楼盘运出偷倒的。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为何偷倒垃圾的现象屡禁不止，除
了产生垃圾的责任方缺乏社会责任感，
还因为偷倒垃圾的犯罪成本比较低，倒
了就跑的“游击战”模式成了他们的惯用

手法。再加上城东村地处城乡结合部，人
流不密集，土地空旷，这里也就成了垃圾
偷倒者眼里的“作案宝地”。

垃圾偷倒、乱倒真的犯罪成本低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针对惠阳路频繁出现
的偷倒、乱倒垃圾行为，汇龙镇政府重拳
出击，严厉查处。为此，汇龙镇政府开展了
专项行动，出台举报奖励政策，广泛发动
群众积极参与举报。从今年5月底至今，
共制止现场乱倒垃圾行为10多起，其中
现场抓获乱倒垃圾行为5起，城管立案2

起，被行政处罚1起。
此外，汇龙镇采取疏堵结合，从今年6

月开始，对惠阳路、221线、建设路、中央大
道、和平北路、金沙江路等有关地块全部建
设高标准围挡或围网，防止随意乱倒垃圾
行为的发生。 （朱雨杭 曹远江）

7 月 10 日晚，银洲之夜 2018 新世纪职
工合唱团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市少年宫
举行。

新世纪职工合唱团成立于2012年，由
57名启东本土歌唱爱好者和志愿者组成。6
年来，新世纪职工合唱团积累了30多首中
国经典合唱曲目和本地原创作品。

活动当晚，新世纪职工合唱团演绎了
《春之歌》、《雨醉江南》、《启东可爱的家乡》
等12首歌曲，震撼全场。 姜新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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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辆卡车偷倒建筑垃圾被抓现行
汇龙镇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偷倒垃圾行为

全市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工作有序推进

深化产权改革
保障农民权益

本报讯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清产核资又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连日来，
我市积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全市共有261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近年来，
我市大力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以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为基础，政策扶持为保障，多
元化创新发展为支持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机制，
有效地激发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村级集体
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可以进一
步健全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保障其依法独立
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发挥好在管理集体资产、
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
面的功能作用。

据悉，此次开展的清产核资主要包括清查核
实资产、明确产权归属、健全管理制度、加快平台
建设四项工作，清查范围为农村集体所有的经营
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目前，全市
已有177个村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账面资产的录
入和核对工作, 全市各镇都在有条不紊推进清产
核资工作，全面清查结束后将进行初次公示、二次
公示，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农民参与、接受农
民监督，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为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黄燕鸣）

我市老小区试点改造正
式启动

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民生福祉

本报讯 日前，市住建局组织召开老小区改造
试点单位综合整治推进会，这标志着我市老小区
试点改造正式启动。

据介绍，我市长江新村、彩臣南村内共有24
栋居民楼被列为我市老小区改造试点。此次改造
包括在主要道路、单元出入口、休闲场所实现无障
碍化改造全覆盖；改造居住区内部绿化休闲场所，
增设休息座椅和健身器材等休闲服务设施；清理
违建、乱堆乱放,增加绿化景观,推动垃圾分类；增
加机动车停车位,划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位,
完善停车标识,规范停车和行车秩序；居住区各单
元增设门禁系统,改造照明系统和居住区监控系
统；修补破损道路,外墙面强弱电等管网整理，完
善排水系统；加固修缮房屋，落实基本物业管理服
务等内容，预计在10月底竣工。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是2018年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民生实事项目，也是群众对改善生活环境的
迫切期盼。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市住建局坚持以人
为本，充分运用“共同缔造”理念，激发居民共同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热情，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
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

（陈天灵 张勃勃）

本报记者 李朱雳

7月9日下午，南通久正人体工学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一片繁忙景象，有的
正聚在一起讨论产品，有的正通过电话与
客户耐心沟通。“最近生产处于饱和状态，
公司运转忙得不可开交。”公司总经理陆
海荣告诉记者。

南通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国内领先的视听设备支架设计制
造商。自2006年成立以来，久正已开发
出6大系列上百款产品，包括液晶电视
支架、等离子电视支架、投影仪支架、
DVD支架、电脑显示器支架及视频会议
推车、家用落地式支架、升降桌等，现
已成功转型为家庭、商务类音视频安装
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95%以上的产
品远销世界各地。“公司现在的厂房是租
的，在建的新厂房位于乾朔电子对面，
这些年公司产值逐年增加。”陆海荣自豪
地说，去年公司销售额1.8亿元，今年上

半年销售额达1.2亿元，亩均税收达15
万元。

“企业要发展，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企
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创新驱动不断
加大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一方面要紧
跟市场导向，这样才能始终屹立在行业
前沿。”谈起企业发展的秘诀，陆海荣娓
娓道来。创立之初，久正做的是OEM，
也就是客户来样加工，主要客户来自国
外。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久正实现
了OEM到ODM的过渡，“ODM通俗的
说，就是自己研发产品后给客户贴牌。”
这些年，久正不仅建立了“四快”流
程：即快速设计、快速出样、快速交
货、快速反应，从外贸的35天交货压缩
到15天定制出货，而且产品种类和产品
质量广受客户好评，成为Costco、Me-
diaMarkt、Peerless等国际知名厂商的
指定供货商。久正于2015年正式挂牌新
三板，建立内外销一体的多元化销售模
式。

“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只做电视支架，
2013年进入显示器支架领域，产值也从
以前的4000万元增长到9000万元。2016
年下半年，我们发现人体工学办公家具领
域市场前景很大，经过深入的前期调研
后，正式进入了这个领域。”陆海荣说。久
正工学在支架这个细分领域深耕，不断加
大自身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完善产品种
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丰富产品功
能，从而在市场上实现领先。

“我们公司目前有270名员工，研发
人员就有23人，去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
达到3000万元。”陆海荣一边说着，一边
指着面前的这台办公桌。“这个升降桌，我
们当时投入了1000万元，用了9个月的
时间进行研发。因为我们客户主要在国
外，我们产品的各项指标都要达到国际标
准，这就给我们产品研发带来了挑战。这
款产品不仅在材质上达到国际环保标准，
而且用户体验、噪音控制等都符合人体工
学的要求。”说着，陆海荣随手按下桌边的

按钮，办公桌悄无声息地就升高到1.5米
的高度。“它可以同时满足站或坐等多种
不同的办公需求。”陆海荣说。这款产品单
款销量去年达到了16万台，今年预计销
量在30万台以上。

除了为知名厂商供货外，久正工学于
2013年成功推出“长臂猿”这一自主品
牌，在服务教育、人体工学、大型场所
音响、视频会议等领域，建立起了全面
的产品群。“我们产值 85%来自国外，
15%来自国内，目前也在不断拓展国内
市场，以期国内外同步发展。”谈起久正
工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陆海荣充满了信
心。“目前，我们正在研发一款结合人工智
能与人体工学的办公家具，预计明年正式
投放市场。”

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转型人体工学办公家具
领域，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达1.2亿元——

95%以上产品远销世界

本报记者 潘瑾瑾

【历史档案】
1999年9月15日，在中共中央宣传

部召开的“五个一工程”工作暨表彰会议
上，我市选送的《好收成》获得第七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歌曲奖。这是
我市首个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文
艺作品。

【记者追踪】
“三月里呀桃花红，满眼是春风，人欢

马叫啊鞭声脆，家家闹春耕……”时至今

日，江苏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黄训池吟唱起这首歌时，仍然难掩
内心的激动。“《好收成》让9亿农民有了
自己的歌。”他说。

1996年2月，《农民日报》组织举办“九
亿农民唱什么”活动，报纸上打出了“9亿农
民唱什么”的通栏标题。这份报纸在公司干
部职工之间传阅，大家心绪难抑。“工人有
《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军有《说句心里
话》，那农民唱什么呢？”大家议论纷纷。

早在好收成集团成立之时，公司便组
织职工集思广益，创作了歌曲《都盼有个
好收成》。“我们决定把这首歌推荐给《农
民日报》。”黄训池告诉记者。《都盼有个好
收成》在全国1万多首参评歌曲中脱颖而
出，与其他 12 首入选歌曲全部刊载于
1996年8月31日的《农民日报》。

为了更好地贴近新时代农民，使歌词、
曲调更加深切真挚地反映农民心声，好收
成公司决定邀请全国一流的词、曲作家重
新创作，请最好的歌唱演员灌制音带，让这
首歌真正成为广大农民喜欢的歌。

1996年9月，好收成集团负责人与曾
经成功创作《说句心里话》等优秀军旅歌
曲的著名词作家石顺义先生取得联系，对
歌词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表达方式上，可
用“爷爷、奶奶、姑娘、小伙、娃娃”等字样；
创作风格上，注重亲切、优美、期盼、喜庆。
10月14日，石顺义创作完毕，并大胆提出
歌曲的名字直接用“好收成”。

1996年10月底，歌词传到了老作曲
家、歌剧《江姐》的曲作者羊鸣手里。“羊鸣老
师被歌词所表达的意境深深打动，只用了
半天时间，就一气呵成谱写出《好收成》的

曲子。”黄训池翻出了羊鸣老师的曲集说，
《好收成》的曲调中蕴含了农民春种秋收的
欢腾、热闹、喜庆、和谐，鼓舞人心。

【相关链接】
1997年1月31日，好收成集团邀请青

年歌唱家宋祖英演唱《好收成》，并在启东
电视台首播。1997 年 4 月，《好收成》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音乐大世
界》等栏目推出。同年12月28日，在江苏
卫视开播的文艺晚会上，宋祖英首次在舞
台上深情演唱《好收成》，引起了强烈反
响。1998年春节，《好收成》在中央电视台
1998年春节特别节目——《你我共同走进
音乐电视城》中成了压轴曲目。1999年春
节颁奖文艺晚会上，宋祖英再次登台演唱

《好收成》。从此，《好收成》唱遍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9亿农民唱响《好收成》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公布
江苏省双拥模范城名单

启东蝉联殊荣
实现“八连冠”

本报讯 日前，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公布江苏
省双拥模范城名单，我市光荣上榜，实现了八连冠
的佳绩。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
形势下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讲话精
神，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为密切
军政军民关系、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促进军地同步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确保实现创建全省双拥模范城“八连冠”目
标，我市狠抓双拥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党政军“三
位合一”的领导机构，坚持把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常抓不懈，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
位、双拥经费到位，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关爱军人和
优抚对象的强大合力；坚持把国防教育列入中心
组学习内容，认真开展国防知识讲座、宣传《国防
法》《兵役法》等政策法规，扩大双拥教育的广度；
深入开展“双拥在基层”活动，304个村（居）都设立
了基层双拥工作站，全市双拥组织实现“全覆盖”；
全面落实《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退役士兵安置
条例》等法规政策，依法保障优抚安置对象合法权
益。 （陈天灵 施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