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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要要要镇区部门负责人访谈

为配合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近日袁县委组织部组织拍摄红色快
闪要要要叶我宣誓曳袁通过歌唱祖国尧集中宣誓等方式袁深情表达对党和人民的热爱遥 来自
全县 20多个单位尧各行各业近 300名党员参与了本次拍摄活动遥

王远东 摄

6月 3日下午袁 记者来到位于千秋镇的嘉
荣纺织有限公司袁 立刻被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感
染院厂区门前几辆卡车一字排开袁工人有序地往
卡车上搬运成品袁 生产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不
绝于耳噎噎野截至目前袁公司销售额达到 4000
万元袁在手订单有 40万件袁目前 8条流水线正
在满负荷生产遥冶公司副总经理徐亚楠开心地告
诉记者遥

该公司是一家服装外贸加工企业袁 主要生
产轻薄型羽绒服袁 产品销往欧美尧 加拿大等国
家遥 该公司狠抓产品质量管理袁坚持野不合格的
布料一律不进厂袁有瑕疵的产品一律不出厂冶的
原则袁迅速在业界赢得良好口碑遥

走进生产车间袁数百台织机高速运转袁工人
们来来回回地忙碌着遥 野我们采用 380T尼丝纺
无胆防绒荧光反光印花袁 突破了以往该品质面
料只能做单色的瓶颈袁 产出质地轻盈尧 手感柔
软尧款式新颖尧易于收纳的羽绒服袁这项技术目
前在羽绒服行业非常先进的遥冶徐亚楠拿起一块
刚下线的成品面料对记者说遥

野我们是服装外贸加工企业袁有好设备尧好技术尧好材料才能
在市场站稳脚跟遥公司已经获得外贸出口经营权袁平均每年可生
产羽绒服 200万件袁 与南京丹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及欧美
TESCO尧NEXT等世界著名品牌服装公司都有良好的合作遥 冶说
起公司发展的诀窍袁 徐亚楠打开了话匣子袁野要想彻底打开国际
市场袁也不是单单依靠出众的品质袁生产的衣服还必须符合当地
人衣着习惯尧习俗等遥 为此袁公司从成立之初便建立样品设计制
作中心袁通过应用 CAD等设计软件袁为国外客户量身定做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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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袁 走进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
产业园区袁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袁让人感受着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要要要不到半年时
间袁 该园区新跟踪亿元以上项目 38 个袁新
签约项目 23 个袁新开工项目 8 个袁新竣工
项目 9个袁新达产项目 5个遥

是什么力量催生了该园区项目推进的
加速度钥 野近年来袁我们牢固确立项目为王尧
项目为要尧项目为重的理念袁努力叠加招商
优势袁与时俱进优化招商思路袁全力打造服
务品牌袁形成项目推进良好势头遥 冶该园区
党工委书记吴俊作出注解遥

建优园区袁释放磁场引力
产业要发展袁平台是关键遥 该园区依托

优化的产业布局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袁
推进工业集约化尧集群化发展遥

巢暖方能引凤栖遥 为打造好招商平台袁

优化和提升项目的承载能力袁近年来袁该园
区按照市县关于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袁 致力发展高端纺织染整服
装产业袁全力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袁初
步形成纺纱尧织造尧印染尧家纺一条龙产业
格局遥 建成日处理污水总量达 5万吨的污
水处理厂袁污水处理厂二期正在规划建设袁
COD 等在线监控设备与省尧市尧县环保部
门连接遥 建成每小时供汽 150 吨的热电厂
实现集中供热袁 纺织科创园的产品和纺织
品交易市场已投入使用遥 经过多年的打造袁
目前袁 该园区已获得江苏省纺织染整特色
产业集群尧全国纺织服装十大产业园区尧中
国纺织服装行业十大活力集群尧 中国印染
行业创新型示范园区尧 全国纺织产业转移
试点园区尧全国智能印染示范园区尧江苏省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示范基地等称号遥

花香蝶自来遥 该园区在打造硬环境上
做足了文章袁 坚持靠完善的设施吸引投资
者袁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野大块头冶项目纷
至沓来院目前袁已有题桥纺织尧康平纳尧沙
印尧盛泰克等大项目野安营扎寨冶曰成功签约
正太纺织尧景兴藤纺织等 16 个亿元以上项
目遥

多路出击袁破解招商难题
没有项目就没有一切遥 该园区坚持把

招商引资作为推进跨越发展的第一方略不
动摇袁精准研判招商新形势尧新特点袁不断
创新招商引资的方式方法袁 努力拓宽招商
区域和领域遥

众人划桨开大船遥 该园区采取野全员招
商冶策略袁不断强化招商力量袁层层传递招
商责任遥 去年以来袁 成立 6支专业招商队
伍袁先后组织接轨上海尧杭州经贸尧苏州座
谈会等专题招商活动 6场次袁驻点浙江尧山
东尧南京尧苏锡常尧武汉等区域袁外出拜访客
商近 200批次袁接待来访客商 120 多批次袁
新签约 16个项目袁新开工 7个项目遥

走出去袁请进来遥 该园区野走出去冶拜访
了常熟先邦纺织尧徐州纺织控股集团尧南通
雪佳寝饰用品尧江苏金至尊纺织品尧深圳开
利电热等 30家企业袁洽谈投资事宜遥 同时
将无锡安保尧河北永亮纺织尧山东康平纳尧
河北日月明纺织尧 苏州玉虎纺织尧 大连远
东尧盐城宝华力等 16 家企业野请进冶园区实
地考察遥

温馨服务袁倍增连锁效应
工业要发展袁环境需先行遥 为加速项目

推进袁该园区全面优化发展环境袁打出工业
发展奖励尧 产业园鼓励和保护投资等一系
列野组合拳冶袁鼓励企业加快发展袁形成野亲
商尧安商尧富商冶的浓厚氛围遥

服务就是生产力遥 全力为企业提供贴
心尧顺心尧放心的服务袁已成为该园区党员
干部的共识遥 野高纺区班子成员为企业服务
周到细致袁高速高效袁值得点赞遥 冶上海题桥
江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玉明对园
区的服务竖起大拇指遥 该项目于 2016年签
约后袁 园区立即落实 1名班子成员尧1名机
关干部全程全天候跟进服务袁 从签约到建
成只用了 8个月时间遥 所有引进项目没有
一个因为服务滞后尧 承诺未到位而影响建
设工期尧耽误投产达效遥

快速竣工的康平纳智能印染项目是园
区以商引商的成果遥 项目总经理刘琳感慨
地说院野高纺区来对了浴 这里的耶保姆式爷服
务机制尧耶包干式爷服务举措尧耶店小二式爷服
务热情袁招招让企业顺心袁实在难得浴 冶

优质的服务尧贴心的帮扶袁使该园区的
软环境得到极大提升袁 盐城市现代高端纺
织产业园区已成为外来企业投资兴业的一
方热土遥

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要要要要要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园区加快项目推进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 记者 杨向东

连日来袁为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检袁 我县加强部
署袁统筹协作袁在积极推进
城市卫生环境整治的基础
上袁动员社会力量投入卫生
城市创建工作遥 近日袁记者

走上街头感受野创卫冶给市民带来的新变化遥
6月 1日下午袁走进解放西路的一家美发店袁清洁的环境尧

摆放有序的美发工具映入眼帘遥 野创卫复审工作开展以后袁市场
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经常过来指导我们做好卫生工作袁 要求把皮
肤病患者的工具单独摆放尧消毒袁还发了禁烟标志噎噎冶美发店
老板娘提到创卫复审工作打开了话匣子袁野我们会自觉做好份内
的事袁为全县的创卫复审迎检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遥 冶

6月 2日下午 4点袁 在合德镇条心社区海韵嘉园小区东南
侧袁几位志愿者正在清理路面垃圾尧杂草袁运输垃圾的车子忙碌
不迭遥 野这一片是我们银行的包干区袁自迎检工作部署后袁我们 6
人每天来包干区协助条心社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遥冶射阳农商行
志愿者董荣柱告诉记者遥条心社区共有四个包干区域袁射阳农商
行尧人民银行射阳支行尧县环保局尧河海公司等四家单位分别负
责一个包干区遥 野各家单位纷纷出钱出人袁帮助社区整治环境遥 冶
条心社区党总支书记蒯仁茂介绍道遥

合德镇虹亚社区的志愿者们主动走上街头袁 开展小广告清
理尧路面环境整治尧绿化补植等工作遥 野近期袁我们加大创卫宣传
力度袁群众卫生意识增强了袁不文明现象也少了遥 冶社区负责人
说遥 野之前我在这绿化带里种了蔬菜袁志愿者们告诉我这是不文
明行为袁我已经主动清理掉了袁希望社区环境越来越好遥冶虹亚社
区居民张阿姨面露愧色告诉记者遥

创卫，让城市更宜居
本报记者 成杰 吴炘恒

野你轻点
放袁这些蔬菜都
不能磕着浴 冶野让
我点一点袁这车
已 经 有 20 箱
了浴冶6月 4日上
午袁顶着炎炎烈日袁记者来到四明镇建华村高效农
业基地袁只见成排的日光大棚前停靠着数辆满载瓜
果的卡车袁 村民正在搬运已经打包装箱的茄子尧西
葫芦等蔬菜遥

野这是我们重点打造的高效农业基地袁以发展
日光温室大棚为主袁主要种植适应市场需求的瓜果
蔬菜以及优质稻米等遥 冶正在走访种植户的建华村
党总支书记顾昕告诉记者袁 为带动村内居民致富袁
该村实施集约化经营袁 将农户分散的土地集中连
片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袁提高土地利用率袁让真正懂
生产尧会经营尧有能力的人实施规模化种植遥 同时袁
引导已经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在村里发展的日
光温室大棚里务工袁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袁真正
鼓起百姓的野钱袋子冶遥

在顾昕的带领下袁记者走进日光大棚袁一排排
被藤蔓缠绕的瓜架让人目不暇接袁 一个个色泽鲜
艳尧个头饱满的西葫芦挂在枝头遥 种植户李春一边
安排村民采摘西葫芦袁一边笑着说院野今年又是丰收
年袁我们家的西葫芦品种好尧口感不错袁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遥这两年袁我在农业园利用大棚种植西葫芦袁
年收入有 80多万元遥 冶野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浴
在李哥的大棚里干活袁 我们一个月也能拿到 3000
元工资袁比自己种田强多了浴 冶正在一旁打包西葫芦
的村民陈年凤乐呵呵地接过话茬遥

顾昕告诉我们袁该村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年龄偏
大的难题袁 在 2018年成立经营面积为 850亩土地
股份合作社袁 借助县里出台的加快四明发展的政
策袁上项目尧培龙头袁助农增收致富袁不仅让流转出
去的土地生了 野金子冶袁 也让群众在家门口挣到了
钱遥

高效农业鼓起
建华村民“钱袋子”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韩玉

野年初以来袁我区坚持问题导向袁深化耶进解促爷大
走访活动袁 持续推动招商引资与开放创新相融互促袁
全力打造耶办事效率高尧服务质量好尧满意评价高爷的
营商环境示范区袁积极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
力遥 冶日前袁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尧服务实体经济袁射阳
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者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遥

张者淼介绍说袁今年以来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坚
决贯彻县委尧县政府关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要求部
署袁不断强化平台招商,突出环境招商尧产业链招商袁坚
持线状布点尧集群化发展袁项目信息源越来越广尧开放
度越来越大尧含金量越来越高袁先后举办了石材产业
峰会尧风电产业发展论坛尧膜科技研讨会袁促成了与上
海交大合作共建等多个平台袁 跟踪对接 60多个项目
信息袁正在洽谈重点项目达 30多个遥1-5月份袁共签约
项目 23个袁开工 18个袁竣工 11个遥

就进一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袁 张者淼表示袁
港区将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袁对在手重特大项目信

息紧盯不放遥 坚持以平台建设促招商袁持续拓宽项目
信息渠道遥 按照产业招商方向袁主攻重大项目袁并聘请
专业招商代理尧招商顾问袁突破重点项目袁加大招商力
度遥 不断提升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园尧健康产业园尧新
材料产业园的发展层次袁通过健全服务机制袁落实野一
企一策冶服务推进措施袁着力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运行
中的各种问题遥 进一步强化环境招商袁对在手项目做
好精准服务袁通过功能性配套服务尧软环境服务等集
成服务体系引进真项目尧好项目遥 立足系统化思维袁克
服在招商引资尧 项目推进过程中单向性思维模式袁抓
住整体尧要害袁依据园区总体产业规划布局袁超前做好
道路设施尧电力供应尧污水管网尧蒸汽架设等基础设施
建设曰立足要素协调袁加快与项目业主协调袁与有关部
门及时沟通袁协助企业与银行对接袁切实解决制约项
目发展瓶颈曰立足配套性服务袁解决园区工人居住尧休
闲等生产生活需要遥 与此同时袁进一步强化督查推进袁
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遥 强化组织推进袁成立野招商引
资尧项目推进冶考核组袁根据年初下发的关于开展野产
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年冶 活动实施意见中的目标任
务袁进行专项督查推进曰强化协调推进袁建立督查通报
制度袁实行三天一通报尧每周一过堂尧每月一分析袁形
成常态化沟通机制袁确保问题及时解决曰强化督查考
核袁重点突出环节尧节点尧任务督查袁按照项目施工进
度袁对标考核袁及时公布通报袁确保项目按序时推进遥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快速发展
要要要访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者淼

本报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孙文华

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
6月 4日下午袁 省第二环境
保护督察组副组长尧 省生态
环境厅副厅长于红霞一行来
我县调研环境保护工作遥 县
委副书记尧 县长吴冈玉陪同
调研遥

于红霞一行先后来到海
河旭日美丽乡村建设点尧县
城小洋河整治现场点尧 千鹤
湖市民公园尧 日月岛生态林
建设现场实地察看袁 详细了
解我县生态环境保护尧 流域
水污染防治尧 污水处理提标
升级尧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
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袁 对我县
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袁坚
持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袁扎实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表
示充分肯定袁 希望我县继续
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
领袁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再下
功夫袁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袁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袁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袁 持续优
化生态环境袁 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遥

近年来袁 我县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袁 牢固树
立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理念袁坚持野生态立县尧环保
优先冶袁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袁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效载体袁 作为惠
及民生尧 建设宜居环境的重
要举措袁立足污染防治攻坚袁
重抓环保信访化解袁 下大力
气整改环境突出问题袁 不断
加快绿色射阳建设步伐袁着
力实施野一片林冶工程袁全力
打造射阳野天蓝地绿水清冶生
态名片袁 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稳中向好袁先后荣获野国
家级园林县城冶 野全国文明
县城冶 野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冶
野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示范县冶
野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
县冶等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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