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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手举办五金业内的“小广交会”

启东电动工具全球市场争份额
本报讯 4 月 15 日至 17 日，启东 30
多家电动工具企业再次集体亮相 2019
中国（广州）科技五金交易会，吸引了全
球五金工具采购商的关注，拿下了业绩
不菲的国际订单。
南通仟得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现场与
外商签订了 10 个月的长期合同，以每月
1 个货柜的订单连续向客户发送 10 个货
柜的电动工具产品。该公司负责人兴奋
地说：
“我们的电动工具产品在印度市场
占有率高，产品美誉度好，这次下单的
10 个柜价值约 100 万美元。除此之外，我
们还与欧洲大商超达成了价值约三到四
千万的意向大单，
正在跟进洽谈之中。
”
据悉，
每年两季的广交会是全球贸易
商的采购盛会，为借力广交会巨大的人
流、物流和信息流，广州五金交易会应运
而生。该展会与广交会同期召开，作为五

金业内的
“小广交会”
，
将再次聚焦全球五
金工具采购商目光，
为五金企业同时参与
内销与外贸市场打开新的通道。
此次广州
五金交易会与前两届不同是由中国电器
工业协会电动工具分会、江苏省启东市人
民政府、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政府共同组织
举办。
“在成功举办两届的基础上，
今年交
易会规模效益显著提升，
第一天外国客商
进馆参观人数就超 1000 人。
”
启东市电动
工具业商会秘书长徐胜明介绍。
中国已成为电动工具制造大国，电
动工具技术水平也日益提升，越来越多
的电动工具产品跨越国门走向世界。我
市电动工具制造企业抢抓机遇，瞄准国
际市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加快转型升
级，电动工具产业呈现平稳健康的发展
态势。今年 1~2 月，吕四地区电动工具产
业完成工业应税销售 10.54 亿元。江苏东

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老牌电
动工具企业，该企业坚持高质量推进发
展，不断进行创新，加大技术投入，拓展
产品深度，除了深耕传统电动工具产品
外，还推出了一系列家用吸尘器、清洗
机、空气净化器等延伸产品，产品种类达
300 多种。数据显示，1~2 月，江苏东成电
动工具有限公司完成应税销售 6.14 亿
元,占整个电动工具行业的 58.25%。
为更好地为广大电动工具企业服
务，进一步推进启东电动工具走出去，增
进外贸往来。我市积极打造良好的硬件
环境，强化工业运行监测调控和优企惠
企政策落实。一方面，引导企业
开展自主创新，帮助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企业，
引导企业加大投入，提高自动
化、智能化生产水平，切实提升

企业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
积极引导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每年
组织本地电动工具企业出国参展寻找商
机，并在天汾电动工具公共服务中心开
设专业的检测中心，为企业产品提供常
规检测；还联合税务、海关、商务等相关
部门，多次举办外贸知识培训，增强企业
在出口贸易方面的应对能力。吕四港镇
对企业实行全方位、一条龙服务，协助企
业申办自营出口权。2018 年，吕四港镇
新增外贸出口电动工具企业 50 余家，电
动工具产业外贸出口额增长 24%，创历
史新高。
（黄燕鸣）

省督导评估专家组考评我市人民
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

深化教育改革
提升办学质量
本报讯 4 月 18 日，省专家组成员、市督学、市政府
教育督导室副主任李友龙带队的考评组一行 10 人莅
启，对 2018 年度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为
期 1 天的督导考评。副市长许晓星出席会议。
在汇报会上，许晓星向考评组做了 2018 年启东市
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自查报告。
去年，
我市以党的十九
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
贯彻中央、
省市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市教育发展大会精神，
围绕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设教育名市的宏伟目标，
加大
教育基础投入，
深化教育改革，
优化师资队伍，
提升办学
质量，
全力推进启东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下午，
考
评组走访了市一中、
和睦幼儿园、
实验小学开发区分校等
6 所学校，通过察看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了
学校师资队伍、
办学条件、
安全管理等情况。
在反馈会上，考评组对我市教育工作取得的显著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我市教育工作存在
的问题，建议我市要进一步落实教育发展责任，促进均
衡发展，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促进充分发展，加大师资
队伍建设，促进长远发展，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和
谐发展。
（陈天灵）

今年我市将大力实施“666”清水
行动计划

开展专项整治
保障河道功能

“稻虾共作”
生态养殖

本报讯 记者从南通市生态河道建设农村黑臭河
道整治现场推进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围绕“水利工程
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
“666”清水行动计划。
“666”行动计划分为六大行动、六大工程和六大机
制，即开展骨干河道“两违”
（非法圈圩、违法建设）专项
整治、黑臭水体专项整治、沿河非法码头和砂石堆场专
项整治、入河排污专项整治、畜禽养殖场专项整治、非
法捕捞设施专项清理等六大行动；大力实施农村河道
长效管护、长江岸线生态修复、生态河道示范村建设、
等级河绿色廊道建设、城乡污水处理工程、内河码头船
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等六大工程；完善助理机
制、宣传机制、交办机制、监督机制、述职机制、考核机
制等六大机制。
（黄燕鸣）

4 月 17 日，位于惠萍镇永胜村“稻虾共
作”生态养殖基地内，工人正在起笼收捕小
龙虾，准备投放市场。该基地“稻虾共作”养
殖模式已达到稻虾同步增产，亩产优质龙
虾约 150 公斤、绿色优质水稻约 300 公斤。
潘杨摄

我市两家企业获 2018 年度江苏
省科学技术奖

我市全力打造
“南通最美旅游公路”
标志标线设计和沿线绿化等基础性工作已展开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相关部门
和乡镇了解到，作为我市助力南通 2019
中国森林旅游节 4 项专项行动之一的南
通最美旅游公路启东段建设，正在全力
推进中。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
的 2019 中国森林旅游节，将于今年下半
年在刚刚荣膺“国家森林城市”的南通市
开幕，这是该国家级盛会首次在地级城

市举办。为进一步提升南通乡村旅游品
牌形象，打造南通乡村旅游样板工程，
南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牵头启东、海
门两地，选择启东南海线、海门常久
线，规划建设“南通最美乡村旅游
路”，推动沿线绿化、景观化提升，完
成全线标线彩色化改造及重要交叉口景
观改造。项目全长约 48 公里，途经海门
常乐镇、悦来镇，启东王鲍镇、合作镇、南

阳镇等地，其中南通最美旅游公路启东
段全长 20.8 公里。
我市在南海公路相关路段原有路面
的基础上，进行“彩色化”，改造增加
单车骑行道。目前，道路建设方面，彩
色路面、标志标线完成设计初稿。绿化
中分带、路肩、边坡麦冬草已经种植，
填沟部分农作物准备清理；驿站建设方
面，合作一级驿站、久隆三级驿站完成

整体设计方案及效果图，驿站的绿化施
工图已出；道路沿线绿化，南阳镇、合
作镇、王鲍镇将于近期相继完成绿化植
被种植工作。
与此同时，道路沿线的环境整治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目前已对沿
线环境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加强了日常
管护。
（朱俊俊）

从养殖业转行种植业后，陈爱东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

家庭农场“转”
来好人缘
本报记者 范存娟

可连想都不敢想。那时，陈爱东还在从事
养殖业。陈爱东养猪年头不短，从 2007
4 月 16 日下午，东海镇丰盛村 5 组，
年开始，他就在离家 50 米处搭建了棚
喜田牧家庭农场，46 岁的场主陈爱东和
舍，从年出栏 100 头商品猪开始，发展到
几个农妇边说笑边挖土豆。农场今年试
年出栏 500 头的规模养猪场。
种的两棚土豆已到收获期，请来打工的
在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陈爱
都是陈爱东家的周边邻居。
“ 在这里打
东也有烦恼。由于养殖场离村民住宅较
工，一年有一万多元收入。我们跟着陈老
近，虽建了化粪池等，但产生的气味等还
板一起发财。”住在陈爱东家东宅的韩亚
是给村民的生活带来影响。离养殖场只
英笑着说。
有 20 多米的村民范汉菊对此深有体会：
一年多前，这样和谐的场景，陈爱东 “后窗一年到头关着，到了夏天，蚊蝇特
别多，
空气中总有一股臭味。
”
由于都是乡里乡亲，
邻居们虽然有意
见，但也都隐忍着，只是陈爱东也能感觉
到，
大家对他的
“脸色”
并不太好。
“我们也
不是想为难他，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
量，
我们不欢迎。
”
村民毛菊如无奈地说。

从 2017 年开始，关心新闻的陈爱东
持。2018 年初，陈爱东投入 20 多万元，在
发现，全国自上到下，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村里流转了 50 多亩土地，成立了喜田牧
重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随
家庭农场，种植大棚蔬菜和露地韭黄。
着我市对养殖污染整治力度的不断加
一年多来，陈爱东边摸索边发展，收
大，镇村干部也多次上门做工作，要求陈
益不错，
去年亩收益达到了 8000 元。
农场
爱东逐步减少养殖量，减小规模，直至关
发展了，
也为周边剩余劳动力带来了打工
闭转行。当年底，正准备扩大养殖规模的
的机会，
农忙时有10多人在农场打工。
陈爱东面对压力，不得不把扩建棚舍的
转行虽然很辛苦，但陈爱东很开心：
材料退了。
“身上再也没有一股臭味了。”而更令他
从事养殖业 10 多年，突然要转行，
踏实的是，邻居们对他的态度也变了，不
陈爱东心理压力挺大。
“ 那一阵，我们夫
再有意无意地说些风凉话。他说：
“现在，
妻俩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陈爱东的妻子
我的人缘越来越好了，邻居常来串门，问
杨健红说。
问第二天有啥活干。
”
在朋友的建议下，陈爱东决定发展
今年初，陈爱东把最后几个棚舍全
规模种植业，这个决定也得到了镇村干
拆除了，如今土地已经复垦，种上了庄
部的大力支持，在陈爱东流转土地、资金
稼。邻居范汉菊很开心，这个夏天，她家
周转、技术培训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
的后窗终于可以打开了。

坚持自主创新
叫响启东制造
本报讯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
我市神通阀门、蓝岛海工两家企业榜上有名，充分展现
了我市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攻关的丰硕成果。
据悉，此次全省共有 276 个项目获得年度江苏省科
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45 项，二等奖 79 项，三等奖
152 项。7 家企业荣获 2018 年度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
奖。5 人荣获 2018 年度江苏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二等奖中，千吨级深海油气开采平台井口智能成
套装备设计与制造技术项目，由我市海工船舶工业园
的南通蓝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和南通大学等单位共同
完成。三等奖中，煤制油（气）苛刻工况成套特种阀门关
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由我市神通阀门股份有限
公司和东南大学共同完成。
（黄燕鸣）

吴元新入选江苏省首批文艺“名师”

落实名师带徒
传承优秀文化
本报讯 近日，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启动仪式
在江苏大剧院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吴元新入选首批名师。
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由百名文艺名家与新秀、英
才结对，将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培养扶持 100 名江
苏文学艺术英才，力争通过 3 到 5 年时间，推出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文艺名家。
据了解，吴元新是江苏启东人，四十年来竭尽全力
保护和传承蓝印花布艺术，抢救保护蓝印花布等传统
印染实物遗存两万余件，创新设计近千件蓝印花布纹
样及饰品，出版了国家重点图书等十多部专著，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创新的蓝印花布作品三
度获“山花奖”，设计的蓝印花布系列作品“凤戏牡丹”
台布、
“年年有余”挂饰、
“喜相逢”桌旗系列被国家博物
馆、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蔡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