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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亚
峰 王石峰 张凯） 13日，县委书
记沈峻峰视察位于如东中专的省
环境空气质量监控点，调研指导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要围绕
PM2.5浓度、优良天数比例“双达
标”的要求，全力以赴打好蓝天保
卫战，确保空气质量继续保持省
市前列。

视察中，沈峻峰详细了解空
气质量监控点监控运行及全县
大气污染防治的有关情况，他指
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既是重大
政治任务，又是重要民生工程，
一定要提高重视程度，坚持标准
不降、久久为功，统筹处理好经
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空气质量的
关系。要紧盯空气质量监测数
据，强化重点区域环境管理，切
实加大污染源治理力度；持续开
展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专
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法排污
行为，形成有效震慑作用；加快
镇区空气监测站点建设进程，落
实责任，齐抓共管，确保完成空
气质量年度目标。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9
日，我县 PM2.5浓度值为 26.6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0.8%，优
良天数比例为 87.8%，同比上升
8.3 个百分点，暂均达到了全年
的大气质量改善目标。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忠参
加调研。

全县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宣讲
暨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张家东）为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百团进万企”安全生产学习宣讲活动的
部署要求，扎实推进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行动等生态环境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12日下午，我县召开全县生态环境领域
安全生产宣讲暨危险废物处置专项整治推进会议。

副县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蔡东为与会人员
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省市县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他指出，当前我县一部分企业及镇区
部门对整治工作认识不够，各企业一定要切实把防范化解危
险化学品系统性的重大安全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
镇(区、街道)、各部门和单位要牢牢把握“两个不放松”和“务
必整出成效”的总要求，聚焦专项整治“一年小灶”和“三年大
灶”明确的重点领域，切实做好危险废弃物处置、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废弃
处置四方面工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正大水产（南通）有限公司预计年内可实现销售3亿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万璐璐 贾兆亮 张敏）眼下，位

于栟茶镇的正大水产（南通）有限公司一期生产车间内，试运
行与内部装饰施工正有条不紊地同步推进，4条生产线预计
年内可完成5万吨水产饲料生产，实现销售3亿元。

正大水产（南通）有限公司一期年产 10万吨专业水产饲
料，是正大集团在我县建立的一万吨虾全产业链项目的配套
工厂，同时也是正大集团在国内建设的标准最高的现代化水
产饲料厂。工厂生产部负责人张海俊告诉记者，车间采用目
前行业内最高效的自动化设备，只需5名工人，就能完成所有
生产线从原料接收、粉碎、混合到成品包装一系列工序，同
时，整个生产线采用“一键启动模式”，只要在生产前进行订
单授权，整个设备依次开启，效率能提高30%。目前工厂试运
行阶段就已经接到了3000万元订单。

如东水产、滩涂养殖兴盛，本地每年有近 10万吨水产饲
料的需求量，而正大水产目前只占总体份额的 8%到 10%，因
此将工厂“搬”到塘口上，也是集团打开这块市场的一个考
量。张海俊说，想要保有市场竞争力，除了要进行全产业链
打造外，还要顺应当前环保趋势，进行新产品研发，走绿色发
展之路。在一期10万吨水产饲料项目的基础上，集团正在谋
划二期水产加工区和水产生物制剂研发项目，园区总占地将
会超过1000亩。

今年以来，如东经济开发区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度。区党工委书记翟建华表示，下一
阶段，全区上下将认真贯彻落实县委
全会精神，彰显争先担当，提升贡献份
额，努力在重特大项目的招引上取得
新突破、在重特大项目的建设上树立
新形象、在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上集聚
新动能、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上做出新
贡献、在争先进位的排位中实现新跨
越。

全区上下将坚定不移猛攻招商引
资，不断强化项目支撑。坚持重特大
项目和科创类项目“两条腿走路”、对
外招引和自主培育“双向发力”，继续

主攻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科
技含量高、质量效益好的旗舰型、标志
性项目。下半年力争再签约落户单体
规模 50亿元项目 1个，全年落户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达到 20个以上，其中百
亿元以上项目1个，50亿元以上项目1
个，10亿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5个。畅
通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加快审批流
程、加快配套跟进、加快要素协调，务
求项目建设各个环节“零缝隙”衔接。
全年确保亿元以上产业项目新开工12
个、新竣工 22 个。坚持“一企一策”

“一事一议”“一题一案”，个性化化解
用工、用电、融资等瓶颈制约，推动新
竣工项目稳起步、快转化、早达产，迅

速释放产能、实现增量，确保全年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转化达产 31个，新增销
售不少于25亿元。

开发区还将坚持量质并举，不断
做大经济总量。一手抓“顶天立地”大
企业培育，鼓励骨干企业实施战略合
作、兼并重组、资本上市，全年确保新
增应税销售超亿元企业 6家、超 10亿
元企业 4家，超 20亿元、30亿元、40亿
元企业各 1家；一手抓“铺天盖地”中
小企业扶持，助推中小企业平稳运
营，实现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2 家以
上，确保全年规模工业应税销售超过
226亿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放
大新宇科创园、汇鑫大厦的平台集聚
效应，重点招引总部经济、电商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确保全年新增服
务业规上企业 4家、限上企业 6家，服
务业应税销售突破 120亿元。同时发
挥科技创新专项引导基金的带动作
用，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
系，确保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超

45%。积极申创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
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
特色品牌，全力打造一批创新型、示
范型、引领型平台。

此外，开发区还将进一步强化基
础、队伍、作风等要素保障，不断增强
内生活力。以配套保障机制改革为
抓手，加快闲置用地盘活、征收拆迁、
市政配套步伐，确保项目即来即落。
广拓渠道加强财源建设，多措并举提
升国有公司盈利能力，全力保障资金
链正常运转。深入推进招商引资体
制机制改革，加快市场化运作进程，
倒逼招商人员提升产业研究、项目研
判、平台运用能力，真正打造一支“懂
产业、懂经济，会招商、会服务”的狼
性招商队伍。坚持严管与厚爱并举、
约束与激励并重、查纠与保障并行，
引导全区各级干部主动担当担责、勇
于攻坚克难，确保各项工作举措落地
落实、真正见效。

（全媒体记者 周雨霁 单佳凯）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
慧 李晨逸） 11日，我县又迎来
35℃的高温天气，记者来到 228
国道如东段养护大中修工程项
目的工地现场，铣刨机、运料车、
洒水车来回穿梭，机器运转产生
的高温和炎热的天气交织，让施
工环境更加炎热难耐，工人们不
畏酷暑，依旧奋战在道路建设一
线，抢抓修路时机，确保道路建
设工作顺利推进。

228国道如东段养护大中修
工程项目今年 5月底开工，由南
通市公路发展中心投资 1.1 亿
元，改造路段8.5公里，是南通市
国省干线历史上最大体量的养
护工程。目前，该项目从10日开
始进入西半幅施工阶段。据了
解，当天施工现场共投入 3辆铣
刨机，60辆装载卡车，采取全幅
梯队向前推进的作业方式，确保
两天完成铣刨工作。

由于现在正值高温天气，为
确保工人的施工安全，工地每天

组织安全员进行多次巡查，不停
提醒他们紧绷安全施工红线，注
意避暑降温。228国道如东段养
护大中修工程项目施工副队长王
欣告诉记者，工地采取每两小时
轮班的工作方式，同时为工人们
发放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毛巾等
防暑降温用品，全天候提供饮用
水，防止出现高温中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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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奋进跨越赶超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访如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翟建华

贯彻落实县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县委全会精神

洋口港金光绿庭项目正式封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益军）经过7个月紧张的施工建

设，总投资约2.82亿元的洋口港金光绿庭项目近日正式封顶。
该项目是总投资450亿元的金光集团如东产业基地项目的

职工生活配套的重大工程，位于洋口港港口新城区核心地块，
占地52亩，总建设面积约7.8万平方米，建设9栋11层共476套
住房，1个高端酒店，主要为金光集团如东产业基地职工提供宿
舍公寓、生活休闲等设施，是金光集团引进人才的重要支撑。
该工程由金光集团地产事业部上海白玉兰广场建设团队全力
打造，江苏顺通集团承建。项目建设水平、施工品质、工程质量
将达到领先水平，为洋口港港口新城区建设树立模范标杆。

目前，金光集团如东产业基地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项目的建成将为如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亚峰 王石峰） 13
日，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董
梁一行来我县考察调研。县委书记沈峻峰，县
领导刘峰、蔡东陪同考察。

近年来，作为国家新一轮战略布局的重点
区域、沿海开发的前沿阵地、长三角经济圈的
重要节点，我县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
力，成为国内外企业战略布局的首选之地。通
过考察调研县规划展览馆、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董梁一行充分感受到我县经济社会蓬勃发
展的喜人态势。特别是在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了解到金光高档生活用纸、桐昆聚酯一体化、
LNG能源岛等一个个投资超百亿重特大项目
加快建设的情况时，大家不仅对如东未来发展
充满了期待，更是对投资如东充满了信心，表
示要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携
手共创合作共赢的美好明天。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
专业化创业投资机构之一，近年来一直看好我
县投资环境，合作不断加深，已成为我县资本
运作服务实体经济的成功典范。

县供电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
预计今夏最高负荷达110万千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晨华 高峰） 13日下
午，县供电公司召开迎峰度夏及优化营商环境新闻
发布会，通报今年夏季全县用电情况、供电公司迎
峰度夏工作准备情况、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以及提
升优质服务水平情况等。

今年以来，如东电网保持安全平稳运行，电力供需
相对平衡，未发生错避峰和拉限电情况，民生用电和重
要用户用电未受到影响。今年1至7月，全县全社会累
计用电35.13亿度，同比增长1.25%。截至2020年8月
12日，我县最高负荷106.33万千瓦，同比增长2.156%，
日电量为2185.388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308%，均创今
年新高。预计今年夏季最高负荷将达到110万千瓦。

据了解，如东供电公司为应对夏季高峰用电，制
定了防台防汛预案，对32个小区站房进行了检查，对
43基配电杆加固，完成了 126户重要和高危客户的
专项检查；对高新区、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等电力高负
荷地区，规划储备了 220千伏环镇输变电工程、110
千伏阳光岛输变电工程、110千伏东郊输变电工程、
35千伏凌北变改造工程项目；同时制定了应急方案，
目前，配备了抢修车 60多辆，700多名运行、抢修人
员，应对突发事件。市民如果突遇用电问题，可拨打
如东供电公司供电服务热线：84137777。

江苏高投集团领导来我县考察

工人奋战“烤场”保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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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峻峰等县领导陪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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