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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猪肉价格
连续13周下跌
生猪出场价已降至每斤

14元左右
本报讯 5月21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

我市猪肉价格连续13周下跌，市场上精瘦肉、
肋条肉、去骨后腿肉价格分别从2月中旬的每
斤30多元降到了每斤20余元，降幅在3~11元
之间；肋排价格虽仍维持在3字头，但也明显
下降。

去年以来，受诸多因素影响，“二师兄”身
价节节攀升，曾经30多元甚至40元一斤的猪肉
让市民连呼“吃不起”，但近3个多月来，全国
猪肉价格连续下降，我市猪肉价格也持续回
落。市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市生猪出
场价已降至每斤14元左右，3个月来的降幅达
到了6元左右，市场上猪肉销售价格随之也明显
下降。

市发改委成本监审科科长袁春娟表示，猪肉
价格持续回落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除生猪养
殖场逐步恢复正常生产外，储备猪肉的大量投放
市场以及受疫情下市场，尤其是餐饮行业对猪肉
的需求减少，都是促使猪肉价格回落的原因。此
外，随着近日气温的不断攀升，市民购买猪肉的热
情也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客观上减
轻了猪肉市场供给的压力，短期内猪
肉价格仍会处于下跌态势，波动的幅
度不会太大。”袁春娟说。

（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长航派出所在戤效港附
近水域破获非法捕捞案

194尾野生鳗鱼苗
放归长江

本报讯 5月22日，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启东派出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在长江启东段
戤效港附近水域放生了非法捕捞的194尾野生鳗
鱼苗。

为切实做好“两会”安保工作，确保“两
会”期间辖区安全稳定，结合长江干线水域治
安综合整治工作，5月20日晚，长江航运公安
局南通分局启东派出所在辖区水域开展专项清
查行动。当晚，民警在长江启东段戤效港附近
水域抓获2名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嫌疑人，现
场查获鳗鱼苗194尾，扣押作案用快艇1艘，以
及若干捕捞网具，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5月21日，经过民警巡线深挖，迅速锁定1名
非法收购鳗鱼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在其住所
发现一间加工鳗鱼苗的隐蔽小作坊，现场查扣用
于加工鳗鱼苗的氧气泵、增氧泵、网具等工具和非
法收购的鳗鱼苗。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长航公安和渔政部门发出警示：在长江禁渔
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在禁渔
期、禁渔区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
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切莫因一己私利触犯法律法
规。
（融媒体记者 陈和兴 朱俊俊 通讯员 于洋）

我叫刘凯健，是个青年画家，是凯健
绘画工作室的创办人，现在以画画、美术
教育为生。

12 岁那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
2008年7月12日，那一天我一人在放风
筝，风向突变，风筝绕在了三万五千瓦的
高压电上。我看见一根很长的铝合金杆
子，想都没想就去挑风筝……触电的那一
瞬间，我像是被催眠了一样，没有任何痛
苦。之后，我全身大面积烧伤，惨不忍睹，
为挽救性命，双手和左腿离我而去。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
出门，我害怕别人的目光，好奇也罢，同情
也罢，一切都提醒着我，自己跟别人的不
一样。我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了，
忘了我本该干嘛，还有我曾经有过的那么
多梦想。直到有一天，邻居问我，你会写
字，怎么不去上学？于是妈妈决定让我继
续完成我的学业。

第一天上学，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坐在那个属于我的专属座位，头也不
敢抬。我知道四周都是好奇的眼神，还有
各种窃窃私语，这让我格外难熬。就在这
时，有个同学透过窗户，喊了我的名字，竟

然还有人认识我，竟然有人要和我说话
了，真是天使般的声音，我怀着无比激动
的心情鼓起勇气抬头和他说话，结果他问
了我一个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一个问
题。他说，你风筝放得开心吗？我愣了半
天，真是黑色幽默啊。

当你变成生活的异类时，便接近哲学
家气质，我开始思考一些本不该我这个年
纪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
事情为什么就发生在我身上？对于12岁
的孩子来说，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
越来越消沉。

我真正开始能够融入社会是走上艺
术这条路。高三的时候，学业压力越来越
重，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书写的速度也
有点跟不上。正好那时候学校说要开设艺
术班，我想这也许是我的另一条路，我就
跟父母商量想报名艺术班。妈妈说只要你
自己坚定想走这条路，我们就支持你！

就这样，我走进了艺术的大门。学了
一些绘画基础后，班里的同学陆续去外地
求学。我也很着急，但我毕竟不能像他们
一样说走就走。可我本来就输在了起跑线
上，不紧紧跟上大家的步伐，连跟大家PK

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妈妈带着我来到南
通一个画室求学。

因为还有一两个月就要考试了，大家
都在加紧练习，每天都是早上八点多画到
晚上十二点，一天下来腰酸的受不了。但
我丝毫不敢松懈，本来画画的速度就比他
们慢，一停下来就害怕被甩的远远的。因
为用脚画画没有用手来的灵活，因此在画
画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就比如说
画素描，每当看着同学顺畅的换着方向打
线条，说实话我还是挺羡慕的，有时候脚
上的行动跟不上想法，也是挺痛苦的。不
过这样的情绪必须来的快去的也快，我也
不是第一次遇到困难了，岂会在这里想这
些无用之功，虽然脚不能换方向，可是纸
可以啊。我慢慢尝试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
方式，虽然有失败过，但那就是我的经验，
只会使我离成功越来越近。

高强度的练习让我感觉越来越累，腰
酸的直不起来，脚上的冻疮又痒又疼。但
我都觉得一切都值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全力以赴走完它，不
管结果如何，重要的是我的确尽力了。

在毕业后的几年里，我也陆陆续续的
创作了几个系列的作品，比如《手足》系
列、《少女的祈祷》系列等，也开过一两次
画展。我记得第一次开个人画展时候真的
特别兴奋，这也算是我追逐梦想道路上完
成的一个小梦想，也是我给社会和自己的
一个成绩汇报。开展的那天虽然人不多，
每次看到他们露出惊讶、不可思议的表
情，我知道那是对我的肯定，这正是我所
追求的不是吗？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梦想，
这只是梦的开始，我的舞台将来要更大，

想想都有些热血沸腾。
如今，我开了间自己的画室，招收了

几名小学员。可能我没有其他绘画老师那
么厉害，但我相信我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
力量，教会他们画画的同时，也教会他们
坚持与乐观。孩子们的成长也是我的成
长，未来的路很长，我将一步一步向着我
的梦想前进。

（讲述者 刘凯健）

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袁竞

5月21日晚9点多，苏晓琳和丈夫杨
海军携儿子和母亲，在时隔六年后再度参

加央视三套《向幸福出发》栏目的录制。因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们没有前往北京的
演播室，而是采用了视频连线的方式。

“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会再次接

到《向幸福出发》栏目组的邀约电话，感觉
十分亲切。这期间栏目组采访过很多的嘉
宾，今天他们又找到了我进行回访。”接到
电话的那一刻，苏晓琳有一丝紧张，但更
多的是骄傲。

2014年6月10日，央视三套《向幸福
出发》栏目播出了我市“板凳姑娘”苏晓琳
的励志故事。此后的6年里，苏晓琳不断
成长、蜕变，如今她身上闪烁的不再只是
个人自强不息的光芒，更多的是她对于公
益事业的那份执着和奉献社会的那份炙
热，而这也是她再度受到《向幸福出发》栏
目组关注的重要原因。

6年间，苏晓琳用不懈的努力、执着向
前的态度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一个身高仅
有1.1米的女孩身上可以迸发出多大的能
量，她热爱生活，并且努力帮助着和她一
样的残疾人朋友。2018年1月，苏晓琳当
选我市肢残人协会主席，创办“助梦行”
栏目，每个月至少发起3次公益行动，为
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救助，帮助他们找
工作、创业……在她的带领下，我市肢残人
协会多次登上江苏电视台录制节目，获得

南通市、启东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启东
慈善奖”最具爱心社会组织等荣誉。2019
年，苏晓琳还当选为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同年又被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好人榜”“2016感动中国·江苏
十大感动人物”“江苏省三八红旗手”“江
苏青年五四奖章”“江苏省最美家庭”“江
苏省自强模范”……厚厚的一摞荣誉证书
见证着苏晓琳的成长。2019年4月，苏晓
琳的自传《追逐我的梦》由天津人民出版
社出版；同年8月，由苏晓琳作为导演拍
摄的残疾人题材微电影《我的孩子在哪
儿》与观众见面……

如果说第一次走上《向幸福出发》的
舞台，苏晓琳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自强不息
女孩的励志人生，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
她更多的是要将我市的肢残群体带到全
国观众的面前，“当我被选为肢残人协会
主席的时候，我就希望把启
东市肢残人协会带到央视舞
台，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
样一个优秀群体的存在，如
今我做到了。”苏晓琳说。

5月21日晚，苏晓琳一家采用视频连线的方式，再度参加央视三套
《向幸福出发》栏目的录制——

把肢残人协会带上央视舞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规文
件的要求，启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江
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启东经
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2020-2030）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现公示该规划评价工作相关内容，征求
广大公众的相关意见。

一、原规划概述
已批开发区规划以工业为主，生产、生

活基本配套的现代化开发区、江苏省沿江
开发、南通市江海联动的重要区域，呼应

“沿江开发”和“海上苏北”战略，沪崇启通
道的建设，接轨长三角，融入上海都市圈。
主要产业定位为机电、纺织服装、生物医
药、建材、食品。

二、本轮规划方案
本次规划范围为东至江海路，南至沿

江一级公路，西至西苑路，北至长兴路，规
划总用地面积为21.64km2。以精密机械、互
联网+、新能源、电子通讯、纺织业、生物制
药等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园区。

三、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的
必要性

启 东 经 济 开 发 区 开 发 建 设 规 划
（2020-2030）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⑴规划期及规划对象变化：2007年已
批复的《启东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稿）规划时段远期至2020年，启东经
济开发区上一轮规划的规划期即将到期。

⑵规划范围扩大：上轮规划中启东经

济开发区中心区规划总面积15.44km2，随
着新一轮城市总规的-《启东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2-2030）》的获批，启东经济开发区
面积扩大至21.64平方公里。

⑶规划基础设施变化：本轮规划明确
启东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为9.0万立方米/
日；规划新增启东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规模为10万立方米/日，出水满足一级A
排放标准后排入长江；电镀中心重金属废水
单独处理达标后接入启东城市污水处理厂。

开发区实行集中供热，本轮规划开发
区由国信启东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规划热
电厂建设地点变化。

⑷规划主导产业布局及优势产业更加
明朗：本轮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开发区主导
产业以及布局，进一步规范开发区的建设。

四、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的
合理、可行性

本次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是必要
的，从产业定位的合理性、总体布局的合理
性、环境容量的可行性、基础设施规划的合
理性、环境可行性等方面综合考虑，本轮规
划基本合理可行。

五、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规划影响预测和分析可知，规划实施

后开发区内正常达标排放的生产废气对周
围环境空气敏感区影响满足相关标准要
求，不会改变现有大气环境功能；开发区内
所有废（污）水均进入污水处理厂，对周围
水体影响较小；采取噪声防护措施后，区内
声环境质量可以达到功能区要求；固废得
到安全处置后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事故

计算结果表明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
六、优化开发区产业发展方向、提高准

入门槛
一、五大主导产业
启东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

无污染或轻污染的精密机械、电子信息、新
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文化产业、LED光电
等行业。各大产业发展方向建议如下：

⑴机械电子
以南方润滑设备为龙头，重点发展阀

门和液压润滑油泵两大产品群。以乾朔电
子为代表，鼓励引进采用国际先进的生产
工艺和设备，具有较高的环境管理水平，无
污染或轻污染、产品附加值高的新型电子
元器件、消费电子、集成电路等项目。

以爱普汽车、拟整体搬迁进区的上海
申龙客车为龙头，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超
级电容等新能源汽车零配件。

⑵新能源产业
以韩华新能源为龙头，重点发展光伏

新能源的上下游企业，核电风电配套设备
制造企业，新型高效能量转换、输变电成套
设备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

⑶生物医药产业
以盖天力药业为龙头，鼓励医药生物

技术、现代中药及天然药物、新型医疗器
械、新型药物制剂研发等产业发展。

⑷文化产业
以姚记为龙头企业，重点建设扑克印

刷中心，历史文化展览中心、才艺表演中
心、竞技中心、交易中心、游乐中心等，形成
一个集扑克牌研发、制造、销售、文化展示

盒工业旅游为一体，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智
能制造的扑克牌产业园区。

⑸LED光电产业
以碧松照明为龙头，逐步形成从上游

LED蓝宝石衬底制作，到中游外延片和芯
片的制造，再到下游LED产品器件封装和
模块集成以及照明、显示应用等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条。

二、电镀中心
入区企业必须满足《电镀行业规范条

件》（工信部2015年第64号公告）的要求。
⑴清洁生产标准
电镀中心内的电镀企业需达到《电镀

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Ⅱ级基准值
或Ⅰ级基准值。

⑵招商企业标准
传统工艺电镀：专业电镀企业年电镀

生产总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且自动生产
线的产值占整个企业的电镀生产总值在
80%以上；配套电镀年总产值10000万元
以上，且电镀车间自动生产线的产值占电
镀生产总值在85%以上。

电子类企业：电子企业电镀工艺环节
可以拆分的，纳入电镀中心生产管理；电镀
工艺环节不能拆分的电子企业，电镀废水
纳入电镀中心管理。招商准入的电子企业
总产值最低标准为3亿元。

启东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详见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
（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七、总体评价初步结论
《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

(2020-2030年)》符合《启东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3-2030年)》等的相关规划内容，在
开发区配套建设的环保基础设施建成投产
并做到达标排放，开发区企业落实各项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的基础上，本次评价区域
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从环保角度，启东经
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基本可行。

八、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及
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
件等形式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及反馈
意见，也可直接向管委会或环评单位的联
系人，当面反馈意见。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
划（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详
见启东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
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

九、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启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人：周主任
电话：13390991314
E-mail：zhouli2766@qidong.gov.cn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江苏省环科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13776673350
E-mail：23761392@qq.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

241号

启东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单脚画出缤纷人生
5月17日是第30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是“助残脱贫 决胜小康”。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残疾群众脱贫攻坚工作，全市贫困残疾人在党委、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纷纷自强不息告别贫困。今起，市残联联合本
报推出系列报道，旨在宣传全市残疾人顽强拼搏、可歌可泣的动人创业故事，
彰显他们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时代创业精神，让全社会更加关心、关注、关
爱这个特殊群体，激励和带动更多残疾人自信自强，自食其力去实现自己的创
业梦想。

编
者
按

刘凯健正在创作油画刘凯健正在创作油画《《战疫先战疫先
锋—钟南山锋—钟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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