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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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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渊记者 王
茜冤野过去麦收结束袁剩
下的秸秆我们也不知
道咋处理袁只能一把火
烧掉遥冶近日袁在洋马镇
一块麦田里袁 农民张秀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袁野如
今袁一捆秸秆能卖一块钱袁谁还舍得一把火给烧了钥 冶
在辉山乳业发展有限公司袁 记者看到公司的饲

草仓库里整整齐齐的码放着一捆捆秸秆袁 公司负责
人告诉记者院野我们公司通过购买农户田里的小麦秸
秆袁已经存够了奶牛一年的口粮了袁用秸秆做饲料省
钱又环保遥 冶
我县作为全国产粮大县袁 小麦种植面积超过 124

万亩袁今年夏粮再次迎来丰收袁但也产生了 70多万吨
秸秆遥过去袁为了不影响下次耕种袁农民常常一烧了之袁
不仅影响空气质量袁还有火灾隐患袁如何处理好小麦秸
秆成了一件让人头疼的问题遥

野治理秸秆焚烧袁 关键要把秸秆利用价值发挥出
来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的分管负责人介绍说袁为化解全县
小麦秸秆禁烧难题袁我县以野预防式冶禁烧向野消化式冶
引导转变袁大力推广小麦秸秆回收技术袁回收的小麦秸
秆一部分粉碎还田或打捆回收袁 一部分供应周边养殖
场当饲料袁还有少部分给射阳草编艺术提供材料遥
据介绍袁今年我县继续充分利用农机补贴政策袁购

置秸秆粉碎机尧大马力拖拉机尧打捆回收机 4936台袁充
分满足秸秆综合利用作业需要袁 预计今年小麦秸秆粉
碎打捆回收面积将突破 98%遥

见证秸秆“变废为宝”

6月 17日要19日袁来自丹麦知名风电产
业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射阳袁 就射阳与丹麦
风电产业深化合作进行对话袁共同加快推进
射阳国际风电产业新城和风电装备产业港建
设遥

近年来袁我县积极抢抓野一带一路冶和江
苏沿海开发两大国家战略机遇袁加快培植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袁大力推进以海上风
电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集聚袁全力打造千亿
级海上风电产业基地遥

临野风冶向海袁画出产业新天地

野作为沿海县域袁射阳有着良好的交通尧
风力资源袁发展风电产业耶近水楼台爷袁吸引
着我们落户到这里袁见证这座风电产业新城

的崛起遥冶近日袁长风海工公司总经理吴国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将长风海工之所以选择
落户射阳的原因娓娓道来遥

我县坐拥 102 公里海岸线袁 海域面积
5100平方公里袁全年日照时间达 2200小时袁
风力平均功率密度每平方米 110至 140 瓦袁
形成了发展风电产业的得天独厚条件遥为充
分利用这一资源袁推动高质量发展袁县委尧县
政府将目光聚焦在风电产业上遥面对没有风
电项目的现状袁我县从零做起袁强化招商引
资袁 加大对全县 75支 212人专业招商队伍
的招商服务培训袁突出风电产业招商尧风电
产业政策等相关内容袁主攻风电龙头企业招
商袁不断争取 ABB电机尧JHS 偏浆等项目签
约遥同时袁积极参与全国风能大会袁主动融入
盐城能源产业峰会袁及时把握风电产业发展
的最新动态袁 抓牢招引风电企业的 野敲门
砖冶遥

如何让风电产业在射阳留得住尧 发展
好钥产业发展环境是关键遥为此袁我县不遗余
力打造交通尧法治尧诚信尧政务尧人文尧生态等
营商环境袁 推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氛

围遥 实行野一卡双选三带冶贴心服务袁常态开
展风电企业服务野直通车冶等系列活动袁致力
构建野亲冶野清冶新型政商关系袁全力打造审批
时限最短尧材料最少尧流程最简尧收费最低尧
服务最优的野五最冶服务品牌袁努力当好服务
企业的野店小二冶噎噎远景能源尧中车叶片等
多家大公司尧大企业在野服务高地冶的虹吸效
应下认识射阳尧落户射阳尧扎根射阳袁有效推
动我县风电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遥

追野风冶逐电袁实现产业大发展

近日袁 在中车时代新材料项目建设现
场袁200 多名施工人员不顾烈日地忙碌作
业袁20 多台机械设备高速有序运转袁弥漫着
紧张施工氛围遥该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实现开
票销售 10亿元袁 更是填补了我县风电产业
链条中的风机叶片空白遥

栽下梧桐树袁引得凤凰来遥 我县吸引了
一批国字头尧 央字号风电项目纷纷落户院国
华能源投资公司尧华锐风电集团在我县投资
建设 100兆瓦陆上风电场项目袁国信风电在
临海农场建设总装机容量 15 万千瓦项目袁

中广核集团在洋马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
48MW的风电项目噎噎截至目前袁我县已建
风电项目 7个袁装机容量 76.5万千瓦曰在建
风电项目 1个袁装机容量 10万千瓦曰核准待
建项目 6个袁装机容量 180万千瓦遥

风电产业为我县带来什么钥 数字最有说
服力遥远景能源 2018年销售额达 40亿元袁税
收达 1.08亿元袁亩均产值超 1.5亿元遥长风海
工 2018年正式投产袁 当年便实现产值 6亿
元尧开票销售 4亿多元袁创造利税 3000万元遥
风电产业为射阳税收贡献出重要力量袁 更重
要的是袁 风电产业能够带动我县产业链各环
节融合袁推动新业态孵化袁优化产业结构遥 目
前袁远景云中心尧中车时代新材料风机叶片尧
长风海工海洋风能装备等 12个新能源产业
项目已经入驻射阳港经济开发区袁 西门子电
机尧SSB变桨驱动尧LM尧壳牌尧道达尔等一批
配套产业项目业已签约袁风机整装尧管桩尧叶
片尧发电机尧机舱罩以及大数据运维中心等产
业链条正拓宽拉长遥 我县风电产业呈现出后
来居上尧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遥

渊下转二版冤

鹤乡高唱“大风歌”
要要要 县大力发展风电产业侧记

本报通讯员 朱德奎 王楠 记者 王中印

年初以来袁 合德镇突出以项目带动产
业发展袁大力推进海德汽配产业园尧中韩盐
城产业园等园区建设袁 不断提升项目承载
能力袁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强动能遥

上图为金港特种纱公司工人正在忙碌
生产遥

左图为光辉电力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
产品进行检测遥

盛诚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5月
末袁 全县各项存款余额 548.78亿
元袁 较年初净增 60.76亿元袁 增长
12.45%遥 各项贷款余额 375.97 亿
元袁 较年初净增 29.5亿元袁 增长
8.51%袁总量尧增量均列全市第 3位尧
增速列全市第 2位遥 全县制造业贷
款余额 47.97亿元袁较年初新增 7.4
亿元袁增速 18.25%袁制造业新增贷
款占全县新增贷款的 25.08%袁暂列
全市第一位遥 二季度以来袁县地方
金融监管局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
能力袁聚焦企业发展的难点尧堵点袁
强化金融信贷服务袁努力打造优质
营商环境袁着力推动金融工作实现
野双过半冶遥

该局加大信贷规模的争取和
重点项目营销力度袁全力服务全县
野产业园区项目载体提升年冶尧 野企
业质效提升年冶和野优质服务年冶活
动袁督促各银行抓大不放小袁通过
对五大国有公司尧重点镇区和重点
企业的大投入扩增信贷总量袁对中
小微企业的扶持增强发展后劲遥 扎
实开展银政企活动袁计划举办一场
国有公司专场银企对接活动袁针对
性解决国有公司的资金难题袁切实
提高银企对接的实效遥 持续做好服
务协调以及跟踪督查工作袁力促贷
款多投放遥 同时袁推动金融机构灵
活运用江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袁推
进现有客户企业在线融资袁线上线
下共同做好为企服务工作遥 探索企
业增信方式袁深化与省信用担保公
司合作袁利用县财政建立的风险补
偿资金池袁省信用担保公司按一定
比例放大袁为县内企业及项目提供信用担保袁解决大
中型企业重大贷款项目信用担保难题遥 同时袁鼓励和
帮助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直接融资袁解决
企业发展的资金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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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日一大早袁 当大部分市
民还在睡眠中袁 身穿橙色服装的环
卫工人陈香已在黄海路包干路段上
认真地工作了遥 她时而清理绿化带
内杂物袁时而清扫路面袁身后的垃圾
车逐渐堆满了垃圾遥

野我们现在每天早上 5点钟就
上岗袁 首先要对路面进行清扫和垃
圾清运袁 然后对负责路段进行巡视
保洁袁防止有新垃圾出现遥 冶陈香一
边对记者说袁 一边清扫路面上的落
叶尧渣石袁野虽然这几天天气较热袁但
我们环卫工人还是以最好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工作中袁 希望以最好的卫
生环境迎接耶创卫爷复审遥 冶
为打造干净尧整洁的市容环境袁

县环卫处集中力量尧统筹安排袁确保
主次干道人员全覆盖袁 保洁无 野死
角冶遥 野我们环卫处采用错时管理和
交接班制度袁每天有三个班次袁每个

班次有 200多人在县城主次干道上
进行路面保洁袁 确保县城路面环境
卫生良好遥 冶现场督查的县环境卫生
管理处主任施亚平向记者表示袁今
年以来袁 县环卫处认真贯彻落实县
野双城冶同创工作部署要求袁全面强
化主次干道的保洁袁 大力度清理城
市河道水面漂浮物袁 并对城区 130
多座公共卫生间按照国家一类标准
强化管理尧加快改造袁全力打造洁净
城市遥

野截至目前袁我们日处理生活垃
圾已达 250多吨袁 已清理死角垃圾
400多吨遥 为保障县城卫生状况袁我
们将进一步强化对背街小巷卫生整
治尧公共垃圾桶清洗尧无主建筑垃圾
的清运等工作袁 加大卫生保洁工作
的督查力度袁 使环卫工作达到或高
于全国卫生文明城市的要求遥 冶施亚
平表示遥

野环卫工人真不容易袁每天起早
贪黑地打扫卫生遥 县城环境这么干
净整洁袁离不开他们的付出袁我为他
们点赞遥 冶正沿街散步的市民李阿姨
停下脚步对记者说遥

县环卫处

用心为城市“梳妆”
本报通讯员 宋玉成 记者 王中印

6月 17日上午袁 走进海河镇宏
达针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袁 只听见
全自动电脑针织手套机高速运转发
出的轻微而密集的声响袁 工人们正
紧张地赶制发往日本的手套遥 几位
残疾职工和普通工人一样操作着机
器袁手指翻飞袁灵动而迅捷遥

野我从小的时候左手就萎缩失
去了功能袁受尽了苦痛袁所以更能够
体会这些残疾职工的困难袁 在她们
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去帮助她
们遥 冶对于公司的残疾职工袁宏达针
织的董事长周小元一直不遗余力的
帮助她们遥 今年 65岁的周小元身残
志坚袁自强不息袁创办的宏达针织有
限公司袁 年产值已经达 1.2亿元尧税
收达 450万元袁吸收了 1200多名富
余劳力和残疾人务工遥

野我的一只眼睛看不见袁出去打
工人家不要袁生活很困难袁不知道能
干什么遥 后来周老板发现我这种情
况袁就特别关照我袁让我到总厂学习
培训袁 并安排我到工作强度较小的
点塑车间工作遥 现在我的月收入超
过 2000块钱袁我感觉自己和普通人
并没有区别袁 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来实现价值遥 冶革新村 38岁的妇女
吴红霞谈及周小元对她的帮助袁禁

不住热泪盈眶遥
不仅吴红霞袁 还有肢体残疾的

张玉凤袁聋哑人戴盈盈尧王丽萍等因
身体壮况和家庭原因经济贫困袁周
小元安排人员将缝纫机送到她们门
上袁并定期配送材料袁让其在家搞加
工袁增加家庭收入遥 肢体残疾的王志
勇尧蔡云生活无着落袁周小元发挥他
们的特长袁 通过培训分别安排二人
到山东分公司从事机电管理和残疾
人之家管理工作袁月薪达 3000元遥

为了让更多的残疾人同正常人
一样生产和生活袁2017年 8月袁周小
元投资 80万元成立射阳县海河镇
野元春残疾人之家冶袁 为残疾人提供
缝纫技术培训服务袁 对参加培训的
残疾人学员在学习培训期一律实行
免费吃饭尧免费住宿尧免收学费遥

野看到他们为生活努力打拼袁我
感到非常高兴遥 我愿意尽己所能帮
助更多的残疾人就业袁 为她们脱贫
致富尽最大的努力遥 冶周小元的话语
铿锵有力遥

宏达针织

打开残疾人“脱贫通道”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峻杰

野射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尧管委会实实在在地
为我们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袁 比如提供金融贷款袁开
通政务耶快速通道爷袁一项项利民举措为我们稳定人
才队伍尧遏制人才流失袁在增强企业吸引力和发展
后劲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遥 冶日前袁提及我县营
商环境的优化袁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世平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遥 野近年来袁开发区通过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袁塑造产业氛围袁培育和优化创新
创业生态环境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内生
动力遥 冶

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是一家年产麦芽 20
万吨尧产值 8 亿元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啤酒原
料和服务的麦芽加工企业遥 近年来袁该公司投入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袁导入多项国际国内先进标准要求
的质量体系和质量可追溯体系袁充分保证麦芽产品
品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袁产品先后被国家农业部绿
色发展中心评定为绿色食品袁被江苏省评为省名牌

产品袁获得野长三角地区名优食品冶称号遥 目前袁该公
司产品市场份额已达到 6%要7%袁布局全国的 18个
省渊市冤区袁取得全球第一品牌百威啤酒麦芽供应商
资质袁产销已进入行业的第一板块袁初步实现由野跟
跑追随冶到野领跑市场尧领先行业冶的跨越转变遥

野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指引下袁在县科技局尧工信
局等部门的耶牵线搭桥爷下袁公司先后与江南大学尧
扬州大学尧盐城农科所等高校院所开展合作袁在 15
个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袁开展了 200多
项技术改造袁 实现了制麦过程由经验化向数字化尧
精细化的过渡遥 冶郭世平告诉记者袁近年来袁该公司
累计承担国家级尧省级尧市级尧集团公司研发项目共
计 15项袁包含国家野863冶项目尧省农业产业化项目尧
科技部农业成果转化项目尧省农委项目等遥 其中袁研
发项目 叶低浊度国产啤酒麦芽生产技术及应用曳获
得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袁江苏省科技支撑计
划项目叶高浸出率优质啤酒大麦苏啤 6号的研发与

成果应用曳获得省农科院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袁论文
叶江苏啤酒大麦高蛋白质含量对大麦胚乳结构和制
麦质量的影响曳获得中国酒业协会论文三等奖遥

野县委尧县政府越来越聚焦耶企业需求爷袁真正从
我们企业的所想所需出发袁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
新袁用真情和实意营造出了耶老百姓满意尧企业家点
赞爷的营商环境遥 冶郭世平表示袁当前袁射阳亲商尧助
商尧重商格局在慢慢实现袁该公司将紧紧抓住这波
快速发展的机遇袁凝心聚力谋发展袁进一步加大科
技投入袁继续保持行业技术领导地位袁引领行业发
展遥

强化提档升级 突出质量提升
要要要要要访江苏省农垦麦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世平

本报通讯员 李勇 记者 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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