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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楼道楼梯扶手上有小广告袁需
要清理干净浴 冶野那边墙角堆放了建筑
材料袁需要搬走浴 冶6月 17日上午袁城
西社区志愿者们认真地对社区卫生
进行整治遥

野自开展耶创卫爷复审迎检工作以
来袁我们积极响应袁要求每个网格员
对指定路段开展地毯式巡查袁并及时
汇总巡查情况遥发动社区志愿者深入
小区尧沿街商铺尧后街背巷等地袁对辖
区内的居民楼幢卫生进行检查袁集中
清理乱堆乱放尧牛皮癣广告尧房前屋
后的建筑垃圾尧卫生死角和耶四害爷滋
生地遥 冶在现场督导卫生清理的城西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黄正洪向记者介
绍道遥

野群众是创建的重要力量遥 为造
浓耶创卫爷氛围袁我们在人群密集处悬
挂宣传标语 40余条袁向居民发放耶创
卫爷资料尧讲解耶创卫爷知识袁并要求辖

区内沿街门店显示屏同步滚动播放
宣传标语袁号召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
耶创卫爷活动中来袁争当耶创卫爷的宣传
员尧卫生员尧清洁员尧监督员遥 冶黄正洪
表示袁截至目前袁该社区已清理牛皮
癣小广告 2980㎡袁 整治晨光综合楼
等 6处毁绿种菜 1980㎡袁 布置毒饵
站 100个袁灭蝇笼 30个袁整治废品收
购点 6处遥
通过野创卫冶袁该社区卫生状况得

到显著改善袁 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遥
野下一步袁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巩
固创建成果袁继续深化落实各项耶创
卫爷措施袁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和日常
管护袁防止耶牛皮癣爷等问题复发袁确
保社区环境卫生达标遥 冶黄正洪表示遥

小区“创卫”风正劲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野希望你们好好干袁尽快让跃中村富起来袁老百
姓都过上好日子浴 冶这是建国前老党员尧97岁的谷志
兰袁在刘伟刚到兴桥镇跃中村担任村第一书记尧驻村
扶贫工作组组长时的殷殷嘱托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遥 刘伟响亮作答院野您老
人家放心袁我们一定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浴 冶他将
谷志兰拉着他手的照片储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遥

刘伟袁33岁袁盐城市规划展览馆副馆长遥 2018年
5月袁根据组织安排袁他一脚踏上了扶贫的征程遥

野扶贫到了啃耶硬骨头爷的关键时期袁必须与地方
干群耶同心谋发展袁同行奔小康爷袁当好耶宣传员尧信息
员尧指导员尧协调员尧护航员爷!冶首次扶贫工作例会上袁
市委驻射阳帮扶工作队队长发出了动员令遥 第二天袁
刘伟就一头扎进跃中村袁挨家挨户走访遥 很快袁摸清
了跃中村的野家底冶院全村有 902 户 2672 人袁其中人
均年收入低于 6000元的贫困户有 20户 39人遥 2017
年村集体收入仅有 15万元袁是市定经济薄弱村遥

有一个贫困户患尿毒症袁每星期要做两次透析袁
虽然费用可以报销 90%以上袁 但自付部分对他来说

仍是沉重的负担遥 20户贫困户中袁 因病致贫的就有
17户遥村里由于集体经济还比较薄弱袁也拿不出多少
钱资助这些贫困户遥 刘伟通过实地踏看跃中村土地
种植情况尧了解村里干部群众愿望后袁提出了一个大
胆的设想院 动员村里贫困户和有意愿的农户将土地
流转出来袁 成立跃中村集体农场袁 改种特种经济作
物袁 贫困户优先安排到农场打工袁 既能得到土地租
金袁又有打工收入遥

为打消乡亲们的各种疑虑袁 刘伟带领村组干部
到阜宁县羊寨镇单家港村参观遥 这里是废黄河故道袁
10多年前也曾是贫困村袁后来在滩地上种果树袁形成
几里长的桃园袁野桃缘冶 牌黄桃被评为中国国际农业
博览会优质名牌产品遥 最终袁跃中村两委决定袁流转
出来 260亩土地袁成立跃中村集体农场有限公司遥 为
稳妥起见袁230亩仍实行稻麦两季袁另外 30亩栽种黄
桃遥

项目启动需要资金遥 刘伟几经周折袁跑了一个多
月袁也没什么效果遥 他一度想缩减项目袁放慢脚步袁但
脑海中一想到那些贫困户的生活窘境袁 马上又振作

起来遥 他再次向局主要领导汇报袁局党组召开专题会
办会袁明确资金在规划局系统内筹集遥 功夫不负有心
人袁34万元资金终于在 2个月内筹集到位遥

2018年 10月袁刘伟的爱人分娩袁他请假回家照
料遥 爱人看他为项目上的事不停地打电话袁 便对他
说院野去吧袁紧着你的事忙袁家里有父母照应就行了遥 冶
假期没结束袁刘伟就匆匆赶回村里遥 不久袁跃中村集
体农场的标牌耸立在机场路边袁 上面写着近期和远
期规划遥 黄桃园果苗已经栽下袁 四周用铁网围了起
来遥 一个按企业化管理尧运作的农业实体点燃起了人
们脱贫奔小康的绿色希望遥 渊下转二版冤

播下“脱贫的种子”
要要要要要记县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个人尧兴桥镇跃中村第一书记刘伟

本报记者 施露 通讯员 刘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袁事关广大农民根本
福祉遥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其重点任
务之一袁既牵着生态袁又连着民生遥

野我家年饲养生猪 2000 多头袁过去污水
横流尧臭气熏天袁周边村民怨声载道遥 现在好
了袁在县镇村的大力支持下袁我不仅建了沉
淀池尧沼气池袁而且还流转 450 亩消纳地袁彻
底告别坐在粪堆上数钞票的尴尬境地遥 冶说
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袁海通镇养殖户杜林
峰笑逐颜开遥

杜林峰是众多受益者之一遥 近年来袁县
委尧县政府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尧限养
区尧适养区袁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尧集聚化尧生
态化的畜牧业发展体系遥 同时袁以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项目整县制推进为契机袁建立符
合实际的主导方式院小散户粪污集中到镇级
中心集中处理袁规模养殖场设施升级改造自
主治理或资源化综合利用袁县级有机肥厂集
中生产并销售遥 如今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已达 97%袁 规模养殖场治理率达 90%以
上遥
进与退的抉择袁绿色发展为野第一宗旨冶
近年来袁 我县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袁

科学有序引野进冶袁精准治理清野退冶袁大力推
进畜牧业生态化建设遥全县畜牧业总产值 32
亿元袁约占农业总产值的 30%袁连续 7 年荣
获野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冶称号遥

喜忧参半的是袁由于高密度养殖袁低水
平尧简单式的粪污处理袁年总量达 214 万吨
的畜禽粪污袁给全县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
上的损坏遥

根治畜禽粪污袁既要开野良方冶袁更需下
野猛药冶遥 围绕人居环境整治这一重点工作袁
我县把畜禽粪污治理列为野重头戏冶遥 为了让
畜禽养殖与环境容量相匹配袁出台了叶射阳
县养殖区域布局优化调整方案曳袁 严格落实
禁养区禁养尧限养区控量尧适养区生态达标
治理的要求曰对禁养区违建项目袁国土尧住建
等部门依法予以拆除袁检疫部门停止检验检
疫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共关停或搬迁省级规模
养殖场 22户尧省级以下养殖场 357 户袁支持
有条件的退养户异地搬迁袁县镇用于关停或
搬迁的补助经费近亿元曰限养区与养殖户签
订粪污综合利用承诺书袁与农户签订粪污消

纳协议袁杜绝了粪污直排遥
2018年袁合德尧盘湾等 8个镇被评为野江

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遥 冶
野退冶是为了大踏步的野进冶遥 我县探索建

立野种养结合尧综合利用冶的农牧循环机制袁
鼓励在散养密集区实行畜禽粪便分户收集尧
集中处理袁发展生物有机肥加工产业袁绿色
蜕变让畜禽养殖野颜值冶更高遥
旧与新的转换袁种养结合为野第一要务冶
野畜禽粪污如果处理不当袁就会造成农

业面源污染遥 处理好了袁就能变废为宝遥 冶县
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袁 以前养猪为肥田袁现
在养猪怕污染遥 就地转化尧就地利用是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必然选择遥

初夏时节袁记者走进年生猪饲养量 8 万
头的江苏德鹏农牧有限公司袁 绿树成荫袁路
边池塘清波荡漾袁一幅和美画卷映入眼帘遥

野如果投资畜禽养殖项目就想靠数量发
财的话袁不妥善处理粪污袁必将财路两空遥 冶
谈起粪污资源化利用袁德鹏农牧公司负责人
秦飞说袁以前粪污是负担和烦恼袁如今成了
宝贝遥 公司通过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袁
将粪污液体废弃物经过厌氧发酵尧好氧处理
后袁通过管网输送到 2公里以外的康强现代
农业园区遥 目前袁该园区种植的西葫芦品质

高于同类产品袁亩均产值 3.2万元以上遥
养猪不但不破坏生态环境袁还能改良盐

碱地遥 江苏尚宝牧业公司坐落在黄沙港镇银
宝国际生态渔村袁建设之初袁就配套 1.58 万
亩盐池复垦地袁2013年复垦到位时承包给种
植大户种水稻袁几乎无收成遥 经检测袁土壤有
机质含量极低遥 经过 5年的农牧循环改良袁
这块盐碱地由于野喝冶上了优质有机肥袁去年
亩产水稻 1200斤袁成为种植大户眼中的野香
饽饽冶遥 目前袁该公司已成为野江苏省废弃盐
田农牧循环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示范基地遥 冶

野传统养殖袁一家养几头猪袁粪污排进
坑袁经过一段时间发酵袁运到田里当肥料遥 可
是袁养殖规模扩大后袁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
肯定会造成环境污染遥 就地消纳是一个处理
的好办法袁可以把畜牧业的排泄物转变成种
植业的宝要要要有机肥料袁 从而实现种植业尧
牧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遥 冶县畜牧兽医站站
长钱海兵说遥
点与面的呼应袁循环利用为野第一追求冶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袁既是畜牧业实现

现代化的考题袁 也是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机
遇遥 既要野真金白银冶袁也要野新招迭出冶袁才能
让错置的资源回归本位遥 渊下转二版冤

让错置的资源回归本位
要要要 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周海洋 刘彬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黄唯
娜 董素印冤6月 18日袁县行
政审批局组织规划尧消防尧质
监尧抗震尧城建档案等窗口单
位专业人员袁 对位于射阳经
济开发区内的江苏赛耐气门
有限公司 2号车间进行联合
竣工验收袁 通过对工程实地
查验尧核对图纸尧听取五方责
任主体汇报袁 初步通过对该
车间的验收曰同时袁对局部钢
构防腐措施落实尧 部分钢柱
柱脚钢砂地平裂缝处理尧卫
生间位置变动和个别房门变
化出具设计变更等存在问
题袁提出限期整改意见遥 实施
项目联合竣工验收袁 是我县
新上项目审批野保姆式冶服务
的重要举措之一遥

县行政审批局把对投资
项目审批全程代办和项目联
合竣工验收等系列服务作为
优化营商环境尧 助力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来
抓遥

实施投资项目全程代
办遥 该局健全县镇两级项目
代办网络袁落实专业人员袁稳
定代办队伍袁建立培训机制袁
增强代办力量曰 开通帮办服
务热线与快速办理通道袁制
定帮办服务流程尧清单袁实行
保姆式动态跟踪服务袁 推行
野全方位尧一站式冶跟踪服务袁
实现审批过程变企业跑为工
作人员跑尧 变多次跑为一次
跑尧 变进多家门为只进一家
门尧 变无限时办理为限时承
诺办理遥 近一年来袁通过主动
靠前代办服务袁为 30多家企
业排查出土地指标尧规划尧土
地手续办理及产权过户尧施
工许可证等问题 150 多个袁
并牵头落实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 100多个遥 有着几十年企
业从业经历的利尔机车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邵万克深有体会院 原来一个项目
从立项到落地经过一两年时间袁需跑 20个左右部
门袁要盖七八十个公章袁现在从立项到拿到施工许
可证不到 50天就搞定遥

实施项目竣工联合验收遥 该局将过去多个部
门的野串联冶验收调整为野联合并联冶验收袁仅验收
时间就缩短了 20天以上袁并为企业节约可观的验
收支出袁减轻了企业负担遥 一年多来袁县行政审批
局共收到企业联合验收申请 20多起袁先后组织联
合竣工验收项目 20个袁 平均半个工作日完成验
收袁 进一步提升了项目竣工验收的制度化尧 规范
化尧效率化程度袁一大批工业项目实现早落地尧早
建设尧早收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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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自海上来袁助我上青云遥 6月

18日下午袁 一场以风电产业发展为
媒的盛会要要要中丹渊射阳冤风电产业
发展研讨会在鹤城如约举行遥 来自
丹麦曲博伦港尧 格雷诺港以及远景
能源尧 华能集团等一批海内外风电
领域的多名企业家尧学者齐聚一堂袁
共话风电产业发展方向袁 共同见证
这座国际风电产业新城的野崛起冶遥
在布置一新的会场内袁 伴随着

叶印象射阳曳暖场宣传片的悠扬音乐袁
帧帧制作精良的画面依次展示近年
来我县聚焦项目强县尧 聚力开放创
新袁深入实施野六提工程冶袁综合实力尧
产业质态尧 交通配套等不断攀升完
善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遥 会场上掌声
雷动袁惊叹声不绝于耳遥

野射阳以海而立尧因港而兴遥 建
设国际风电产业新城尧 打造国际风
电装备产业港袁 就是在更大的市场
空间中配置资源袁 就是在世界范围
内寻找合作伙伴遥 冶在国际海上风电
产业新城尧 风电装备产业港及投资
营商环境专题推介环节袁 以图文结
合的形式袁 全方位展示我县凭借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尧 开放港口的物
流优势尧自然环境的生态优势尧风力

充足的资源优势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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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奏响绿色发展时代最强音的点点滴
滴遥 这让前来参会的海内外海上风
电领域的知名专家尧学者尧企业家代
表频频点头袁啧啧称赞遥

野射阳这座城市各方面的优越
条件均令我们兴奋不已袁 借这次研
讨会的举办袁 中丹双方也可以更深
入地进行交流袁 这对于风电产业的
后续发展都将具有极大的帮助遥 冶来
自丹麦曲博伦港口的市场营销总裁
蒂娜窑詹森窑勒窑布雷顿在随后进行的
主旨演讲中袁忍不住夸赞道遥

野正是得益于射阳县委尧县政府
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袁 我们公
司才可以在 2018年实现当年竣工
投产遥目前在国内袁我们已与国电投尧
中广核尧大唐国际尧南方电网广东明
阳尧鲁能等公司进行合作曰在国外袁已
成为伊藤忠丸红尧 日本 Jmu等知名
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遥 冶长风海工董
事长窦建荣诚恳地分享企业发展的
现状袁 并对射阳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一句句诚挚的话语袁 一张张满
意的笑脸袁深深感染着在场所有人遥
虽然这场风电产业发展研讨盛会很
快将落下帷幕袁但这座正在野崛起冶的
国际风电产业新城将在众人的瞩目
与期待中迈向更远的未来遥

无限“风”光聚鹤城
本报记者 周蓉蓉

进入二季度以来袁 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袁
坚持项目带动袁全力扩大有效投入袁
不断提高项目质量和效益遥

上图为长风海洋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忙碌生产遥

左图为远景能源有限公司技术
人员正在装配设备遥

盛诚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王茜冤6月 19日袁省军区副司令员
田厚玉一行来我县视察海上民兵专业分队建设等工作遥 盐城军
分区司令员李泽勇尧副司令员张建中参加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
冈玉袁县委常委尧人武部政委张文斌陪同遥
田厚玉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袁实地观摩海上民兵课目演练

后袁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海上民兵专业分队建设工作表
示充分肯定遥 田厚玉指出袁民兵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袁肩
负着重要使命袁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袁大力加强
新形势下海上民兵建设工作意义重大遥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袁扎
实组织民兵训练工作袁积极营造爱军习武尧苦练精兵的良好氛
围袁努力打造召之即来尧来之能战尧战之必胜的野拳头冶力量曰要坚
持军地齐抓共管袁提升队伍实战能力袁把民兵这支武装力量真正
建设成维护社会稳定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主力军遥
吴冈玉在介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说袁射阳位于中国

大陆南北地理分界线的东部起点袁地处江苏沿海开发和长三角
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叠加区尧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交汇区遥已建成国家一类临时开放口岸射阳港尧国家级中心渔
港黄沙港尧全省首家仪表导航通用机场袁是江苏省唯一同时拥有
商港渔港空港的县份遥同时袁野3+3冶现代产业体系日趋完备袁集聚
发展新能源尧新材料尧通用航空等新兴产业袁转型发展机械电子尧
高端纺织尧健康等传统产业袁全产业链集聚态势正在加快形成遥
作为农业大县袁野射阳大米冶尧洋马菊花尧海河西葫芦尧大闸蟹苗等
一批名特优农渔产品蜚声海内外遥
吴冈玉表示袁我县作为革命老区袁始终大力发扬野拥军优属尧

拥政爱民冶优良传统袁加快通用机场等军民融合特色产业发展遥
接下来袁将秉持军民融合发展理念袁一如既往地支持双拥工作袁
深入开展拥军优属尧军民共建等活动袁为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作出地方应有贡献遥

省军区副司令员田厚玉来射视察
李泽勇张建中参加 吴冈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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