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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5 月 11 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尧县
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敬在县行政中心十二
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工作的重要论述袁传达中央和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袁审议有
关文件袁 研究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县退役军人工作
重点任务遥县委副书记尧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张鹏程出席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退役
军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袁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退役
军人工作方向性尧战略性重大问题袁为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指明了方向尧提供了遵循遥 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切实增强

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遥 全县上下要从政治和
全局的高度袁深刻认识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大意义袁牢固
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上来袁 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
使命担当袁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袁确保中央和省
市委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遥

会议要求袁坚持以人为本袁全面落实退役军人工作的重
点任务遥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袁全面加快县镇村三级服务机
构建设袁确保按时全部建立到位尧实质性开展工作遥 要积极
促进就业创业袁认真落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政策袁提
高安置工作质量袁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造良好条件遥要强

化思想教育引领袁常态化开展思想交流和走访慰问袁教育引
导退役军人离军不离党尧退役不褪色遥

会议强调袁退役军人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尧政策性尧系统
性非常强的工作遥要加强党的领导袁广泛汇聚退役军人工作
的整体合力遥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党对退役军人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袁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袁加强组织领导尧协
作配合尧队伍建设和督查考核袁形成工作整体合力袁努力推
动我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遥

会议书面审议 叶中共射阳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
小组工作规则曳尧叶中共射阳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细则曳尧叶中共射阳县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2019年工作要点曳等有关文件遥

县委召开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唐敬主持 张鹏程出席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崔晓蕾
冯小雨冤芬芳五月袁生机盎然遥走
进洋马镇科技产业园尧沿新洋港
重大项目园尧集镇全民创业园三
大园区袁一股大干快上的热潮扑
面而来遥5月 6日上午袁该镇总投
资 1.2亿元的威驰智能汽保设备
项目开工袁江苏冰凉健食品公司
一辆辆顺丰冷链运输车装满产
品驶出厂区袁海越麦芽厂区数辆
大卡车正在装运成品麦芽袁宏健
粮油尧宝松重工尧炫利宏纺织尧吉
姆世通轮胎和汉广中药等企业
和项目现场机声隆隆袁人来车往
噎噎

年初以来袁洋马镇以产业园
区项目载体建设提升年活动为
抓手袁深度聚焦野一镇两园冶袁持
续发力野三镇同建冶袁从紧推进工
业经济快速运行等各项工作遥

该镇重抓项目求高新遥 服务
好海越麦芽年产 5 万吨高档啤
酒麦芽项目袁确保投产后新增开
票销售 1亿元曰 加快拆迁进度袁
尽快完成中广核环评袁促使企业
早日投产曰 对现有 30 多家企业
跟踪排查袁做到企业开票应开尽
开曰服务好鑫谷粮油尧迎泉米业尧
吉姆世通轮胎和汉广中药材等
项目袁 力争年内完成小升规任
务遥目前袁威驰智能汽保设备尧高
档啤酒麦芽尧高速护栏尧保温材
料等 5 个项目已有一个投产达
效尧一个即将投产袁3个项目正在
办理相关手续遥 该镇加大企业科
技创新力度袁海越麦芽申报绿色
食品袁宏健粮油申报国家级中国
好粮油尧省著名商标袁创恩急救
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袁江苏冰凉健尧众鑫机械申报
省民营企业袁亚大菊花和万顺食品申报省高新技术企
业袁加快洋马镇科技产业园申报市级科技孵化器和申
报省三星级中小企业园遥

该镇重抓扩能增量遥 1-4月份袁新洽谈亿元以上
项目 12 个袁新签约项目 5 个袁新开工项目 4 个袁新竣
工亿元项目 1 个袁技改扩能项目 4 个袁盘活存量厂房
达 6000平方米遥 其中袁宏健米粮油全自动油脂加工项
目总投入 700 万元袁设备投入 628 万元曰创恩急救年
产 3万套急救项目总投入 200 万元袁设备投入 165万
元曰 盛大药材全自动菊花烘干生产线项目总投入 180
万元袁设备投入 106 万元曰瑞穗米业全自动加工生产
线项目总投入 320万元袁设备投入 290万元遥 该镇在
抓项目推进和在产企业服务工作中袁落实野一个项目袁
一套班子袁一笔经费袁一抓到底冶的野四个一冶服务机
制袁全面跟踪服务在联项目尧在建项目尧在产企业袁及
时帮助做好用工招培尧银企对接以及水尧电尧路尧讯等
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袁 力推全镇工业经济运行快马加
鞭袁全力冲刺野双过半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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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张学法冤5月 5日袁省
文明办揭晓 4 月份
野江苏好人榜冶袁我县
三代人义务守护烈

士陵园 60余年的孟金开家庭当选遥
孟金开家庭是我县特庸镇的一个普通家庭遥 每年清明

节袁特庸镇烈士陵园会迎来一批批瞻仰者遥 守陵人孟金开在
一旁注视着扫墓的人们袁献花尧默哀尧敬礼噎噎这种庄严肃穆
的祭扫场面袁他已经默默见证了 36年遥 而他一家三代人袁也
已经守护烈士陵园近 70年遥 在孟金开看守的这座陵园里埋
葬着 30多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袁 胡特庸
也在其中遥 1948年袁时任盐东县委书记的胡特庸领导全县军
民坚持在原地进行野反扫荡冶斗争袁同国民党黄伯韬部队作
斗争遥 同年 5月 27日中午 12时许袁胡特庸和其他同志一起
来到北洋岸渡口过河袁船到河中心时袁他被同船身着便服的
敌对武装人员杀害袁 时年 36岁遥 孟金开的岳父王万龙也参
加过解放战争袁经过了枪林弹雨生死考验的他袁在战友胡特
庸英勇就义时袁不离不弃守护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袁并将其
尸骨妥善安置好遥 上世纪 50年代末袁 政府将胡特庸烈士重
新安葬袁从那时候起袁虽然经过了数次迁移袁但王万龙对墓
地的守护始终没有中断过袁成了胡特庸烈士陵园的第一代守
护人遥 1982年袁孟金开从岳父手中接下看护陵园的工作袁继
续履行着这份责任遥 2006年袁孟金开的大儿子个人出资为陵
园铺设了一段水泥路袁方便人们前往瞻仰祭扫遥

孟金开家庭入选
4月“江苏好人榜”

5月 10日上午袁记者来到位于射阳经
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的江苏百福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袁整个企业生
产工艺的野微缩版冶院搅拌尧涂布尧对辊尧分
条尧制片尧卷绕尧封装尧烘烤尧注液尧化成尧分
容检测尧组装等每个环节一目了然袁几名
科研人员正忙碌地对蓄电池新产品进行
测试遥

野我们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袁拥有
一支专业的研发团队袁与中科院尧天津大
学尧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良
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袁目前已拥有发明专
利 5个尧实用型专利 6个遥 为进一步拓展
市场袁提升产品竞争力袁我们今年研发投
入计划占公司总投入的 10%到 12%之间袁
努力研制更匹配客户需求的材料匹配
方遥 冶公司副总经理胡善源告诉记者遥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电池生产的企业袁
百福能源掌握着高效能聚合物锂离子电
池的核心技术袁 智能化生产率达 80%以
上袁拥有稳定的航天尧军工客户群袁其中品
能尧罗马仕尧乔威等 3 家企业锂电池月需
求总量就达 4500 万安时遥 野随着技术发
展袁 公司产品逐渐由数码电池向储能型尧
动力型电池拓展袁 广泛应用于电子通讯尧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遥 2019年袁销售总额有望突破 5亿元遥 冶胡
善源自信地说道遥

野你看袁这个就是我们在智能门锁领域开发的新产品遥 冶
胡善源拿起一个蓄电池向记者展示道袁野凭借良好的技术优
势袁我们已跟国内智能门锁行业前五大品牌厂商进行了深度
合作袁产销形势十分不错袁预计在智能门锁这块销售额就能
达到 2亿元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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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上
午袁记者来到射
阳港经济开发
区洪亮蟹苗繁
育场采访遥 野我
雇了两个工人和我一起负责白班袁从早上六点看到晚
上六点袁另一组人过来交接上夜班遥 从前些天蜕皮变
成大眼幼体开始袁一直到它们进入淡化池为止袁这些
增氧机是不能停的遥 池里的大眼幼体太多了袁水体容
易缺氧袁必须不停地增氧才能保证它们存活遥 冶王洪亮
对记者说道袁 手里忙着翻动着蟹池中的大眼幼体袁防
止它们聚在一起造成缺氧遥

放眼看去袁不仅仅是王洪亮家的蟹苗繁育基地里
增氧机声隆隆袁 沿海的蟹苗繁育基地里基本家家如
此遥 野我们家的蟹苗已经基本上都定出去了袁正在逐步
淡化呢袁等淡化一结束那些客商就会立刻过来把蟹苗
拉走遥 冶王洪亮家隔壁蟹苗基地的朱老板笑呵呵地对
记者说遥

野为保证蟹苗的质量和生态安全袁我们对每一家
养殖户养殖的蟹苗都进行了抽样检查袁并且将抽检标
本送到省里去袁检查蟹苗是否带病遥 冶县水产技术推广
中心主任张学师向记者介绍蟹苗抽检工作时介绍道袁
抽检能够迅速尧 高效地掌握蟹苗的发病情况及其规
律袁及时准确地在蟹病爆发前进行药物治理袁有效增
强未患病蟹苗的抗病能力袁避免蟹苗大面积死亡遥

野今年的蟹苗产量估计会下降袁前一阵子天气不
稳定袁温差大袁蟹苗估计要减产 30%左右遥遭受损失是
一定的袁 但这两年我们射阳的良种蟹苗覆盖率提高
了袁优质品种产生的收益也会较高遥 今年的三两的母
小蟹价格应该在 270元一斤左右袁估计利润还是能够
得到保障的遥 现在我们射阳的蟹苗产业也做出了名袁
都是客商上门来定蟹袁我们从不愁卖遥 冶谈及蟹苗的产
销袁王洪亮笑容满面地说道遥

小蟹爬向“大市场”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野我们公司作为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尧省股
权交易中心农业板挂牌企业尧长三角洲地区名优食品生
产单位袁拥有的鲜怡品牌是江苏省著名商标尧国际知名
品牌袁已经在 24个国家和地区注册袁年创外汇 3000多
万美元袁 是黄沙港镇重点培植和扶持的成长型骨干企
业遥 多年来的创业历程使我深切体会到袁亲商爱商好环
境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制胜法宝遥冶日前袁盐城市怡美食品
公司董事长潘凤涛就营造亲商爱商环境话题接受笔者
采访时说遥

潘凤涛介绍说袁2002年创建宏泰水产冷冻厂时袁就
是因为山东日照客商对黄沙港的投资环境非常满意袁加
之拥有渔港和水产品资源袁才决定与他们合作建厂遥 他
本人也从水产品经纪人转为从事水产品加工遥市场的历
练和资本的积聚增强了他把企业做大做强的信心和决
心遥 2008年袁韩国客商通过考察论证袁对黄沙港亲商爱
商的环境和获批建设国家中心渔港的硬件设施袁以及丰
富的水产资源产生浓厚兴趣袁同意与宏泰冷冻厂共同投
资 2000万元袁注册成立怡美公司袁发展水产品深加工遥
作为射阳仅此一家水产品出口企业袁当年创汇 140多万
美元遥 2013 年袁怡美公司投入 1000多万元袁新建库容
5000吨的冷库曰2015年投入 3000多万元袁新建 4000多
平方米的虾皮烘干车间袁投资 300多万元购进虾皮筛选
自动分级机遥 随着设备的更新升级尧自动化程度的不断

提升袁怡美公司被县明确为重点培育的成长型企业遥
随着企业品牌形象的不断提升袁通过县尧镇相关职

能部门的牵线搭桥袁 怡美公司与台湾客商共同投资
1800万美元的洪美食品公司目前正在火热建设中袁预
计年内竣工投产遥 营造好环境不但可以招来好客商袁还
可以引进好人才遥 怡美公司创建了省级研究生工作站袁
与江南大学尧南昌大学尧上海海洋大学等科研院校深度
合作研发水产品即食方便食品项目遥 同时袁重金引进上
海海洋大学尧南昌大学的教授任公司科技副总袁并担任
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遥 2018年袁怡美公司荣获野省科技
创新企业冶称号遥

潘凤涛表示袁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袁怡美公
司将以野县长质量奖冶和野省农业板挂牌企业冶为抓手袁进
一步营造亲商爱商好环境袁视客商为亲人袁视质量为生
命袁努力打造百年新野怡美冶袁为谱写射阳海洋蓝色经济
发展新篇章作出新贡献遥

借力营商好环境 打造百年新“怡美”
要要要访盐城市怡美食品公司董事长潘凤涛

本报通讯员 王荣 记者 李文华

盐城海普润膜科技有
限公司专门从事高分子膜
材料的研发尧生产和销售袁
产品科技含量高袁 累计引
进 7 项发明专利和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袁 并新申请
13项发明专利尧1项实用
新型专利遥该企业在 2018
年野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冶
中荣获中国膜行业专利
奖袁 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遥 图为生产现场遥

范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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