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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要要要镇区部门企业负责人访谈

进入 6月份来袁特庸镇紧盯目标
任务袁狠抓企业培大育强工作袁大力
实施技改扩能袁切实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袁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袁全力
冲刺野双过半冶遥
上图为华宏丝绸忙碌的生产车间
左图为仁康蛋业无菌生产车间

王中印 吴炘恒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6月 16日上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在县行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
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渊扩大冤会议袁传达学习
中央尧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袁分析上半
年经济形势袁听取野两重一实冶工作进展情
况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袁县委副书记张
鹏程出席会议遥

会议传达学习叶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
示报告条例曳精神遥 会议要求袁全县各级党组
织要严守纪律规矩袁督促党员干部深刻把握
叶条例曳的主要原则尧具体内容袁树牢野四个意
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曰强化刚性约束袁推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制度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尧每个支部尧每个干
部尧每名党员袁切实强化政治观念尧组织观
念尧纪律观念袁确保请示报告与履职尽责相
统一曰做到务实戒虚袁紧紧围绕上级决策部
署袁及时尧如实尧全面地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
告尧反映情况尧分析问题尧提出意见建议等遥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野不忘初
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和省委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
动员会议精神遥 会议指出袁开展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尧伟大工程尧伟大

事业尧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遥 要牢牢把
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袁坚决落实野守初心尧担
使命尧找差距尧抓落实冶的总要求曰要按照中
央和省委部署袁认真谋划实施方案袁注重借
鉴好经验好做法曰要把开展好主题教育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袁作为纵深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袁作为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的重要举措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
力袁把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与推动本地区本部
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袁实现两手抓尧两促进遥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和市
县巡察工作推进会精神遥 会议要求袁将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同射阳工作实际结合起来袁以
野两个维护冶的政治自觉尧思想自觉尧行动自
觉袁将会议部署要求落实到每一轮巡察工作
中遥 县委巡察机构要紧紧围绕打赢三大攻坚
战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尧集中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尧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袁加强
监督检查和执纪问责袁确保上级部署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遥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
增强问题意识袁认真对照尧逐一查摆尧逐项整
改袁确保巡察工作有力有效开展遥

会议传达学习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
条件改善工作推进会和全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现场会精神遥 会议强调袁要积极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袁大力实施野四治理尧四提
升冶活动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袁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新农
村曰 要加快推进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袁更
大力度推动野一镇十村冶示范点建设和高速
高铁等主干道沿线危旧房拆除改造遥 抓紧建
立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袁注重协同配合袁形成整体推进合力遥

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河尧 湖长制工作暨
野两违冶专项整治推进会精神遥 会议要求袁增
强政治自觉袁精准施策袁系统治理袁全力打赢
打好碧水保卫战尧河湖保护战遥 突出工作措
施袁统筹推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尧水环境治理
和水生态修复袁 推动全县水环境持续好转遥
要高度重视防汛防旱工作袁严格落实各项措
施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遥 各级
河湖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袁要坚决做到守水有
责尧护水担责尧治水尽责袁各相关部门要各司
其职袁密切配合袁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遥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扫黑除恶第 17督导
组督导江苏第一次边督边改对接会精神遥 会
议要求袁增强政治自觉抓整改袁将督导组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袁做到立
行立改尧边督边改尧全面整改袁确保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遥 聚焦问题短板抓
整改袁逐条逐项列出问题清单尧任务清单尧责
任清单袁实行全程跟踪尧销号管理袁确保事事
有回音尧件件有落实遥

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遥 会议指出袁
上半年袁全县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有进尧高
开稳走尧进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遥 全县各层各
级要强化任务意识袁对表找差尧对标找差尧对
序找差袁及时落实弥补措施袁确保交上一份
高质量的野期中答卷冶遥 要强化进度意识袁对
相关工作认真组织回头看袁 主动向上沟通袁
确保各项工作按序时推进到位遥 要进一步强
化督查考核袁加大对野双过半冶完成情况的督
查频度和力度袁确保如期实现野双过半冶遥

会议听取野两重一实冶工作进展情况遥 会
议强调袁野两重一实冶项目是推动县域高质量
发展尧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遥 全县各层
各级必须始终聚焦项目强县袁全面掀起项目
攻坚的热潮遥 要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尧项目建
设目标袁从严落实野六个一冶项目工作推进机
制袁创新工作举措袁细化分解任务袁全力以赴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遥 挂钩县领导要切实带头
抓项目袁带头抓重点工程袁带头到一线会办袁
帮助协调解决各类要素难题袁推动项目快落
地快投产遥

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中央尧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袁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袁听取野两重一实冶工作进展情况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
今年以来袁我县按照野产业定
向尧区域定位尧人员定责冶要
求袁全面整合招商网络袁精心
绘制招商地图袁 选优配强招
商力量袁 全力突破一批产业
层次高尧 带动能力强的旗舰
型项目遥 2 月 20 日袁2019 射
阳接轨上海招商说明会举
行袁现场集中签约 22 个亿元
以上项目袁 计划总投资 49.4
亿元曰3 月 19 日下午袁 射阳
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投资推介
会在上海举行袁 现场集中签
约 8 个项目 袁 计划总投资
15.05 亿元 曰4 月 11 日 袁中
国窑射阳首届风电产业发展
论坛在射成功举办袁 现场集
中签约 6 个项目袁 计划总投
资 61 亿元曰5 月 8 日下午袁
2019 射阳渊深圳冤新兴产业
投资说明会在深举行袁 签约
12 个亿元以上项目袁计划总
投资 20.3 亿元噎噎

进入二季度袁 县招商投
资促进中心紧扣县委尧 县政
府部署安排袁 持续深入开展
耶产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年爷
活动袁全面优化招商服务袁努
力提升招商实效袁 着力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袁高质量尧高标
准推进全县招商引资工作遥
突出野三重冶方向袁深入推进
产业招商遥围绕重点产业尧重
大项目尧重要板块袁主攻产业
链招商袁聚焦世界 500 强尧国
内 500 强尧行业 50 强尧央企尧
大型民企尧 上市公司等重点
方向袁 奋力突破一批 5 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袁全力在 30 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招引上有进
展遥同时袁强化对全县专业招
商队伍的招商服务培训袁组织集中授课袁突出对我
县产业定位尧产业政策尧项目服务等相关内容的培
训遥轮流在重点区域召开招商分队座谈交流会袁督
查驻点招商工作开展及项目服务情况袁 排查存在
问题袁互通有价值信息袁确保人人懂招商尧个个会
服务遥 精心组织活动袁着力提升招商实效遥 重点围
绕市尧县活动袁强化长三角地区招商袁全力突破一
批重大产业项目袁确保高质量完成野双过半冶目标遥
提前谋划深圳产业招商活动袁 不断扩大珠三角地
区招商成果遥 积极协调要素袁力促签约项目开工遥
全力做好项目服务工作袁 对已签约项目明确一名
牵头负责人尧 搭建一套服务班子尧 一张序时推进
表袁围绕需要办理的手续尧服务事项逐一分解袁对
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协调解决袁 推动项目
尽快开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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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江仁彬
记者 王中印冤6月 16日袁 是盐
城市 2019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
考试开考第一天遥 今年袁我县共
有 7487名考生参加高中阶段教
育招生考试袁 共设 4个考点 251
个考场袁 其中射阳中学考点 90
个考场袁射阳县第二中学考点 55
个考场袁射阳县高级中学考点 62
个考场袁 县第三中学考点 44 个
考场遥

为给考生们提供安全有序
的环境和保障有力的服务袁县中
考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完善中考
安全工作尧组考工作方案和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袁召开招委成员单
位会议袁从考务尧考风考纪监督尧
巡视核查尧保卫保密尧医疗保障尧
后勤服务尧交通食宿安全等各方
面细分职责袁周密安排遥 县教育
部门认真遴选保卫保密尧 监考尧
巡视等工作人员袁多次集中组织
考务培训考核和分组考务培训

考核袁做到野不培训不上岗袁培训
不合格不上岗冶遥

考试期间袁 县招委各成员单
位联手合作袁 加强中考期间的应
急值守和值班袁 以中考考点周边
餐饮单位及考生入住宾馆尧 酒店
为重点袁加大巡查力度袁及时取缔
考点周边的流动摊贩袁 规范停车
秩序袁清理散发宣传单尧野野广告冶
行为袁加强重点区域管控遥 同时袁
加大对噪音污染治理袁 全面清理
违规户外宣传袁 查处商业门店噪
音扰民袁 劝导规范广场舞等娱乐
活动袁积极安排部署执法人员袁设
置值守站点袁 随时处理各种紧急
任务遥根据考点设置袁合理调配警
力袁 加强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
清理和疏导工作袁 确保考生进出
考点畅通无阻遥 持续多年的爱心
送考车袁 已经成为每年高中考的
靓丽风景曰 相关企业为考生提供
有关考试专用文具以及相关解暑
物品袁合力护航中考遥

中考 ，我们当好“守护者”

六月芬芳袁 生机盎然遥 6月
13日上午袁走进洋马镇沿新洋港
重大项目集聚区内的众鑫机械
有限公司袁外墙上野勇攀高峰冶四
个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遥偌大
的车间内袁各个操作区都是工作
人员忙碌的身影遥

众鑫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袁 主要生产轮胎平衡机尧
扒胎机尧轮胎拆装机尧轮胎动平
衡仪尧四轮定位仪配件等高端机
械装备遥 8 年来袁面对复杂多变
的市场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袁
该公司产品始终供不应求袁销售
情况良好袁已成为洋马镇重点纳
税企业之一袁是全县定报企业遥

野这几年袁 我们投入近 500
万元用于购买激光切割机和焊
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袁改进生产
技术袁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袁而
且大大提升了产品品质袁契合了
市场的发展需求遥 冶总经理周健
向记者介绍生产野法宝冶遥在生产
车间袁记者看到了让周健引以为

豪的焊接机器人遥这台机器个头
不大袁工作人员通过行车把材料
放到操作台袁安装完毕尧点击操
作袁机器人就精准找到每个焊点
自动焊接袁动作娴熟利落遥 野这个
机器人可以承担两个人的工作
量袁工艺更精尧质量更优袁客户十
分满意遥冶周健自豪地说遥公司技
术人员还对这台机器进行改造袁
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生产需求遥

该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研
发团队袁积极鼓励研发人员开展
市场调研袁 研发满足客户需求尧
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产品遥与此同
时袁将技术培训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袁每月举行一次职工技能培训
和安全生产培训袁 进行相关考
核袁量化打分袁严格兑现奖惩袁切
实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安全
意识遥

野勇攀高峰就是我们对产品
和企业发展的不懈追求浴 冶周健
一语中的遥 该公司勇于创新袁放
眼长远袁积极走技改扩能尧产品
转型升级之路袁使得产品不仅销
往昆山尧无锡尧苏州尧上海等国内
市场袁还远销意大利尧瑞典尧英国
等海外市场遥

众鑫机械

“技”高一筹领跑市场
本报通讯员 张棣 冯小雨 记者 范媛媛

野得益于射阳良好的发展环境袁金刚星从一个年
销售只有十几万元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袁发展至今
成为年销售上亿元的知名企业遥冶近日袁盐城金刚星精
密锻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袁
频频点赞我县为优化营商环境尧服务实体经济所做的
各项工作遥

该公司是一家集齿轮设计开发尧生产尧销售尧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袁专业生产各类农业机械传动件
及齿轮袁主导齿轮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70%袁日本久
保田尧意大利康迈尔尧徐工集团等知名企业纷纷与之
建立合作关系遥 野我们公司于 2001年注册袁在项目建
设尧 投产竣工等环节都有专门政府人员对接协调袁保
证项目顺利开工投产达效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金刚星逐
渐顺利转型为高新技术企业袁这其中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遥 冶

近年来袁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尧提升效益袁金刚
星大力实施转型升级战略袁 生产产品以中高端为主遥
为此袁该公司先后引进真空淬火炉生产线尧全自动气
氛渗碳生产线等数条行业先进的生产线袁齿轮加工精

度达到 0.001mm袁一举打出野金刚星袁好产品冶的市场
口碑遥 野在转型发展的过程袁县委尧县政府多次带领我
们走出去袁到南京尧上海等地参加科技行业展览会等
活动袁与国内外先进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袁有效拓展了
我们的发展视野袁 对坚定了我们实施技改扩能的决
心遥 冶周华表示袁在县科技局的帮助下袁金刚星正积极
打造野机器换人冶示范企业袁耗资 800万元再次引进一
条先进的热处理生产线袁以有效提升齿轮性能袁从而
使产品达到行业顶尖水平遥

真正的技术性企业并非简单地引进生产线袁周华
说袁为提升企业科技研发能力袁县政府多次组织企业
到南京尧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野双招双引冶袁推动公司与
苏州大学尧 河南科技大学等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袁并成功引进中国锻压协会首席专家徐祥龙担任公
司技术负责人袁为公司科研走在行业前列提供了重要
的人才支撑遥野目前袁我们已建立 20人的科研团队袁拥
有多项发明专利遥在今年 4月份袁在政府的帮助下袁我
们与河南科技大学共同申报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袁预计于近期获批遥届时袁将进一步推动公司科

研创新袁为市场不断提供前沿新产品遥 冶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袁厂区规模的扩张尧环境保护

的加强尧资金流转的需求等各种问题逐渐凸显遥 为助
力公司高质量发展袁兴桥镇成立专门班子袁选派专人
现场驻点办公袁服务项目建设袁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困难遥

社会营商环境好袁 企业发展才更有动力遥 野1-5
月袁 我们金刚星实现销售 5000多万元尧 利税 170万
元遥 现在射阳发展环境这么好袁我们规划明年再添加
两台数控滚齿机尧 两台磨齿机袁 另外上挤压机尧1600
吨冷压机四台尧蘸火炉一台袁争取进一步提高市场占
率袁打造齿轮行业的耶金字招牌爷遥冶周华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遥

齿齿相依 转动“大市场”
要要要访盐城金刚星精密锻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刘颖

大干二季度 冲刺野双过半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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