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窑贴近窑创新 总第 猿园园圆期星期二 圆园员怨年 缘月
农历己亥年四月初三 苑

SHEYANG DAILY 新闻热线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69966890 Email:sy7059559@126.com主办:中共射阳县委

阴射阳县新闻信息中心承办 阴本报内容详见院 射阳新闻网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阴社址院 射阳县城双拥南路 8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阴版面编辑院 颜立文 阴组版院 刘雪云

野印象射阳冶微信二维码 野射阳在线冶微信二维码 野射阳新闻网冶二维码

特写

日前袁记者来到射阳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息产业园二期工程施工现场袁
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呈现在眼前袁施
工人员各司其职忙碌施工袁 机器轰
鸣尧车辆穿梭噎噎

野工人师傅正在对 9号厂房的四
楼层面进行钢筋绑扎作业袁为接下来
的混凝土浇筑打好基础袁整个楼层预
计还有一星期就能够完成封顶遥 冶电
子信息产业园二期工程 6 栋尧9 栋项
目负责人董顶洲告诉记者袁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袁施工方严格按照施工图纸
要求袁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同时袁重点
抓好项目施工安全袁项目部专门成立
安全小组袁 并确定安全专门负责人袁
对施工安全进行不定期检查袁严查检
查各个薄弱点袁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开
展整顿袁绝不拖延遥

射阳经济开发区安监站负责人
介绍说院野目前袁园区内 4家施工单位
正抢抓时机袁全力抢赶进度袁我们基
建科和安监站共有 6 名工作人员在
施工场地负责日常的施工监管袁对整
个园区进行安全巡查袁确保项目施工
安全有保障袁力争项目在 6月底前完
成竣工遥 冶

年初以来袁为响应县委尧县政府
野产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年冶 活动要
求袁射阳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自身现
有的产业优势袁着力推动电子信息产
业园一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的示
范尧集聚效应袁大力提升园区对产业
项目的承载能力袁重点实施电子信息
产业园二期工程袁在一期项目南侧新
规划用地 107亩袁 新建 10栋总计 12
万平方米多层厂房袁实行厂房建设与
项目招引优选同步推进遥 截至目前袁
二期厂房已优选 6个智能终端制造尧机器人项目拟入驻遥该
园区计划通过 3年左右的建设袁 建成华东地区有重要影响
的 5G通信电子配件和机器人产业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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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5月 6日袁全县工业项目观摩
活动举行遥 县委书记唐敬在参加观摩时强调袁要始终围绕
野聚焦项目强县尧聚力开放创新冶袁自我扬鞭尧自加压力袁加快
项目推进袁优化营商环境袁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奠定坚实基础遥 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吴冈玉对项目推进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尧县政协主
席邱德兵等参加遥
坚持项目建设主抓手始终是县委尧 县政府全局工作的

重中之重遥 今年以来袁全县各镇区尧各部门围绕野产业园区
项目载体提升年冶活动袁着力推进项目招引和建设袁以服务
提升推动项目提速袁以项目实效提升发展质效遥 观摩人员
先后来到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海普润膜科技尧长风海洋装备袁
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题桥高端纺织尧康平纳智能印染袁射阳
经济开发区镁度高档手机配件等项目现场袁 一路看尧 一路
听尧一路议尧一路评袁找准了差距尧比出了压力尧鼓起了干劲袁
更提振了加快发展的信心遥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在射阳港经
济开发区投资 5亿元的膜科技项目袁一期全部投产达效后袁
年产 1000万平方米增强型中空纤维膜袁 年销售 2.5亿元袁

利税 5000万元遥 唐敬与项目负责人沟通交流袁询问当前项
目进展情况尧技术优势尧产能效益等情况遥 他希望企业进一
步发挥龙头引领作用袁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袁加强产学研
合作袁实现高位嫁接袁力争培育出更多重大标志性成果袁引
领膜科技行业和产业进一步发展遥同时充分利用产业特点袁
以商引商袁完善膜技术全产业链袁尽快形成产业集聚遥 题桥
高端纺织尧 康平纳智能印染项目是我县高端纺织产业重大
项目遥 唐敬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袁对项目的智能化水平
表示充分肯定遥 他要求袁高标准建设尧高水准推进袁尽快达
产达效袁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曰坚持创新驱
动尧绿色转型袁推动我县纺织产业向智能化尧绿色化尧中高端
不断迈进遥 镁度高档手机配件项目拥有发明专利 18项袁其
拥有的能生产大规格精密配件的设备规模行业领先遥 唐敬
走进生产车间袁 认真听取项目介绍遥 他认为该项目科技含
量较高袁充分契合前沿发展方向遥 他要求射阳经济开发区
依托镁度项目袁持续强化产业链尧供应链招商袁加快突破一
批高精尖项目袁推进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遥 观摩中袁唐敬
强调袁各镇区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袁协调解决好
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袁做好各类保障服务工作袁

大力营造亲商尧重商尧安商尧富商的浓厚氛围遥
随后袁吴冈玉主持召开项目建设过堂会袁详细听取各镇

区今年以来招商引资尧项目推进工作情况汇报遥 她要求袁一
着不让加强业务学习袁 加大招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学
习培训袁不断提高知识化尧专业化水平袁不断提高履职尽责
的素质和能力袁努力成为招商引资尧项目服务的行家里手曰
一以贯之抓招商引资袁紧扣主导产业袁坚持引龙头尧筑链条尧
培产业袁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曰一鼓作气推进项目建设袁
对招引项目加强前期论证袁对签约项目加快跟踪对接袁对落
地项目加大推进力度袁形成野洽谈一批尧签约一批尧开工一
批尧投产一批冶的良性循环曰一心一意优化营商环境袁主动深
入企业现场尧项目一线袁帮助协调解决难题袁把亲商爱商落
实到行动上袁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遥

观摩人员还察看了海通镇富源利智能机电袁 合德镇德
利泰电力设备尧海润光伏组件袁射阳经济开发区开海活塞袁
海河镇匡特新材料袁黄沙港镇粮食加工仓储袁洋马镇高速护
栏袁特庸镇川狮研磨袁盘湾镇艾菲特保温材料袁长荡镇博泰
阀业等项目现场遥

唐敬率队观摩全县工业项目时强调

项目推进再发力 环境优化再升温
构筑射阳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

吴冈玉讲话 季晓春邱德兵参加

提起传统的纺织企
业袁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
中的是高温尧 潮湿的车
间袁纺织女工顾不得擦去
额头的汗珠紧张忙碌着

的场景袁而在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内袁康平纳智能印染
项目将用智能机器设备代替人工操作袁真正将纺织行业的野未
来车间冶变为现实遥

4月 30日上午袁伴随着轰鸣的机械声袁记者来到康平纳智
能印染项目建设现场袁60多名工人分布在智能染色区尧 智能染
料室尧机器人作业区等不同区域袁进行设备调试遥 野设备调试工
作已经进行了一星期袁预计 5月底能调完遥 冶在脱水烘干单元袁
记者偶遇康平纳智能印染项目工程师靳云发袁他正在指导工人
对机械连接尧润滑以及电器初调等细节处进行调试遥
康平纳智能印染项目于 2017年底开工建设袁 计划总投资

15亿元袁分三期建设遥一期工程投入 5亿元袁建设 1个年产 2万
吨生产单元袁本月将进入试生产阶段遥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袁
江苏康平纳智能印染有限公司不仅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
心尧国际科研示范基地袁还拥有院士工作站尧重点实验室以及工
业设计中心遥 同时袁该公司承担和完成 80余项国家省部级科研
项目袁其中有 7项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一等奖曰拥有 150多项专
利技术袁其中授权发明专利有 32项遥
印染是纺织服装全产业链发展的中间环节遥 康平纳智能印

染项目的落地袁成功打破了传统的技术瓶颈袁进一步释放纺织
行业发展新动能遥 野待项目建成投产后袁通过进行数字化尧信息
化尧智能化运营袁可实现筒子纱的装卸尧染色尧脱水尧烘干尧转运等
全流程无人作业袁生产效率提高 28%袁节约人工 80%袁节约用电
45%袁减少污水排放 68%遥 同时袁年可产纱线染色及针织物 8万
吨袁实现营业收入 30亿元尧税收 3亿元遥冶谈及公司的发展前景袁
康平纳智能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范伟信心十足遥

康平纳院

打造行业“未来车间”
本报记者 周蓉蓉

5月 5日下午 5点多
钟袁 朝鲜慈江道农业局局
长朝明冠带领从事蚕桑产
业研究的专家, 一下飞机
就直奔中国蚕桑之乡要要要
特庸镇遥

野王老爹袁您好浴 请问你家种植了几亩湖桑钥 每年收入怎
样钥在栽桑养蚕过程中袁要注意哪些问题钥冶一到王村村养蚕专
业户王正元家的 5亩湖桑田袁 朝明冠就和正在打桑叶的王老
爹攀谈起来遥

野我们老俩口栽桑养蚕已有 30多年袁现有湖桑面积 5亩袁
每年养 20张蚕种袁正常年收入不低于 3.5万元袁最高的时候
也有 4万多元遥农闲时我们就嫁接湖桑苗袁每年嫁接 7万株不
成问题袁还可以挣上 1万多元遥 说心里话袁我们的小日子过得
很开心浴 冶王正元满脸兴奋遥
说起养蚕技术袁在一旁打桑叶的王正元的老伴丁桂銮笑

呵呵地对朝鲜客人说院野蚕宝宝特别爱干净袁在喂养的过程中袁
桑叶要新鲜袁每次喂养要适量袁同时桑叶要干净袁否则蚕宝宝
吃了会生病曰如果桑叶变黑发霉袁就不能喂给蚕宝宝遥 给蚕喂
桑叶时尽量洗干净手袁以防病菌感染蚕宝宝噎噎冶

野中国人真了不起浴真了不起浴冶朝明冠一边用笔将了解的
情况一一记录下来袁一边连声夸赞道遥
在红旗居委会五组 67岁的村民王书兰家中袁朝鲜客人一

边现场观摩湖桑苗嫁接袁一边请她讲述嫁接湖桑苗的野秘诀冶遥
野我们正常使用的嫁接方法是袋接法袁也就是把接穗削成斜面
的前端袁插入砧木切面捏开皮层和木质部分离的袋口中袁这种
嫁接方法操作简易袁成活率高袁适合于大面积育苗遥 加强接后
管理袁是提高苗木质量和出圃率的关键遥 在袋接苗初期袁主要
检查穗头是否有地下害虫危害新芽袁 未成活的要进行补接
噎噎像我们家 3口人袁每人每天嫁接三四千株轻而易举袁就嫁
接湖桑苗一项每年收入 10多万元稳稳当当的遥 冶

野找苏美塔! 找苏美塔浴 渊中文院非常好冤袁我们将与特庸合
作结对袁将贵镇的湖桑苗栽到我们朝鲜国土上袁同时邀请这里
的农户到我们那里指导湖桑嫁接技术噎噎冶朝明冠竖起大拇
指高兴地说遥
特庸镇是全国唯一的无病优质桑苗生产基地袁全国闻名

的野蚕桑之乡冶袁湖桑苗畅销全国 17个省渊市冤袁全镇人均年收
入达到 2.6万元曰年产嫁接体 5亿株袁培育成品苗 5000万株
以上遥在桑树品种上袁不但有食用桑树袁而且还有蚕用桑树尧景
观桑树袁茧丝绸深加工企业已有 10多家袁成为名副其实的蚕
桑特色产业镇遥 近年来袁该镇已向阿塞拜疆销售湖桑苗 1000
多万株曰向乌兹别克斯坦销售湖桑苗 800多万株袁为当地农民
直接增加收入 3000多万元遥

朝鲜专家田头“考”桑农
本报通讯员 申小军 张建忠

5月 4日上午袁记
者走进位于合德镇凤
凰农业示范园区内的
盐城中农国业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温
室大棚袁温暖湿润的气

息扑面而来袁五颜六色的番茄挂满藤蔓遥
野这些长势旺盛的番茄其种苗是我们自主培育的袁截至目

前袁公司已经引进培育果蔬品种 800多个袁成功开发推广蔬菜
新品 100多个袁每年研发生产各种肥料新品 10个以上遥 冶中农
国业办公室主任蒋洪图向记者介绍道遥
除了种植特色蔬菜外袁中农国业还种植了草莓等水果遥野这

一棚是我们使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的草莓袁 不仅水分充足尧外
形美观袁吃起来也特别香甜遥 冶随着蒋洪图手指的方向袁记者注
意到被绿色枝叶掩盖下的颗颗野粉红冶袁虽然已过了生长旺季袁
但为数不多的草莓依旧鲜艳欲滴遥

野用传统方式发展农业袁不仅经济效益偏低袁而且重茬种植
容易导致农作物产量低遥 冶蒋洪图顺手摘下一颗草莓袁放在手
心遥野你看袁我们这个草莓不仅个大袁而且芳香味浓袁在种植过程
中袁采用公司研发的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袁能够有效提高农产
品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袁收益比传统种植方式增加很多遥 冶
在专注农作物高效种植的同时袁 中农国业带领周边大户尧

农民尧企业尧合作社成为野股民冶袁并辐射带动周边县市区发展优
质新品种种植面积 1万多亩遥野我家土地流转出去后袁我就在这
里上班袁工作不累袁每个月还能挣两三千元工资袁生活也富裕了
不少遥 冶站在一旁采摘草莓的工人张玉贵乐呵呵地说遥

大棚里种出“致富果”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野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尧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遥 我们消防大队承担
着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尧各种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和
消防安全宣传等职能袁将持续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中扮演好守护者的角色遥 冶日前袁县消防大队大队长
王健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王健香表示袁年初以来袁为营造便企利民尧亲商
清商的良好环境袁县消防大队把服务经济发展作为
首要任务袁充分发挥消防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
职能作用袁着力提升消防服务实效和执法质量遥 下
一步袁将根据县委尧县政府出台的关于优化营商环
境的相关政策袁结合部门实际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
面持续发力遥

一是强化消防监督管理遥 紧扣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大局袁处理好野放冶和野管冶的关系袁为加强监管野做
加法冶袁为优化服务野做乘法冶袁将保护企业经济平稳
安全发展当作头等大事遥 把二尧三级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和各类场所的数据全部录入监管平台袁结合年
度抽查工作计划袁通过公正尧公开的方式从检查对
象名录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袁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

况随机匹配消防监督检查人员袁 采取实地核查尧书
面检查尧网络监测等方式袁做好对各类企业尧单位的
消防安全监管工作袁积极当好企业安全的保卫者遥

二是加大消防宣传频率遥 消防工作中袁要更加
注重野防冶遥 消防大队将采取野走出去尧请进来冶等方
式袁加大消防安全宣传的频率和力度袁全面营造野人
人懂消防冶的舆论氛围遥 在提高单位培训频率的同
时袁积极做好消防站对外开放工作袁邀请社会单位
和个人到消防大队参观袁强化社会各界对消防安全
常识的认同遥 充分利用电视尧报纸等各种媒体平台
做好消防宣传工作袁全面营造野人人学消防尧人人懂
消防尧人人用消防冶的舆论氛围遥

三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遥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
行时袁没有完成时遥 县消防大队将持续不断提升服
务水平和工作效率袁从源头上做好企业火灾防控工
作袁积极为企业保驾护航袁努力营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氛围袁助推射阳县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遥 强化
队伍建设袁坚持公开尧公正尧文明执法袁在消防大队
内部牢固树立野人人都是投资环境袁个个代表射阳
形象冶的主人翁意识袁为构建便商利商的服务环境
打下思想基础遥 完善制度建设袁结合我县产业特色袁
坚持突出主体尧兼顾一般袁全面优化产业结构袁实现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长效化遥 加强理论学习袁紧密
结合自身职责袁 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融入日常工
作袁进一步优化消防人员配置袁逐步提高服务质效袁
确保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尧有法必依遥

营造消防安全氛围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要要要访县消防大队大队长王健香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郑大全

“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要要要部门负责人访谈

年初以来袁长荡镇积极开展野产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年冶活动袁着力推进重大项目攻坚尧规
模企业培植和载体升级工作袁至 4月底袁新签约 3个项目袁新开工 3个项目袁新竣工 2个项目袁
新投产 1个项目袁在手跟踪亿元以上项目信息 15个遥 图为盘活竣工项目博泰阀业生产现场遥

范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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