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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眼前的设备均来自国内
外知名公司袁这是关键设备流
浆箱袁专门从欧洲定购袁一台就
价值 800 万元遥 冶8 月 7 日上
午袁记者来到位于黄沙港镇的
扬子胜达项目现场袁公司副总
经理颜礼彬高兴地说袁实施设
备的提档升级袁为企业赢得了
发展空间遥

作为传统造纸企业袁如何
应对市场供给过剩袁严守环保
底线钥扬子胜达给出的答案是院
下决心提升产业定位袁提高产
业层次袁实现转型升级遥

野项目转型升级共投入 6
亿元左右袁其中两条生产线的
技改投入达到 1.5亿元遥 冶颜礼
彬说袁原先 4600纸机生产线生
产高强度瓦楞纸袁这种纸一般
用于产品的外包装和生产包
装纸箱袁所以生产工序相对简
单遥 为适应产业升级要求和消
防需求袁企业果断决定加大投
入袁改造升级生产设备袁生产食
品级精致牛皮纸袁生产标准严
格按照大型跨国公司使用标
准遥

扬子胜达由勤力热电尧开
胜纸业尧新浩纸业三家公司合
作成立袁其中新浩是行业中的
野技术先锋冶遥 野2018年袁扬子胜达的股东开胜纸业
投资 1.2亿元新上 4600纸机生产线袁但因生产设
备尧技术以及市场销售行情等方面因素影响袁试生
产后处于闲置状态遥 冶颜礼彬说袁腾笼换鸟方能实
现凤凰涅槃袁通过外引内联袁企业把战略重组作为
改造提升重要途径袁增添了转型升级的动力遥

企业转型升级不仅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浪
费袁也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遥 野经过
大量的前期市场调研袁我们发现汉堡尧薯条等快餐
食品的外包装纸市场广阔袁 而且拥有更大的利润
空间遥 冶颜礼彬表示遥

野这边的设备都要进行更换袁那边要新建几栋
厂房遥 冶走出生产车间袁颜礼彬介绍道袁野我们特意
邀请中国轻工业长沙工程有限公司来设计袁 目前
整体改造设计方案已完成遥经过 3家公司的比对尧
选购尧定购环节后袁现在是设备制作阶段袁计划 1
个月时间完成关键部件安装遥 冶

据了解袁 扬子胜达新建厂房定在 8月动工建
设袁10月份左右进行设备安装遥 待改造生产线投
产袁预计明年销售将达 6亿元尧利税 1亿元遥 二期
高档纸项目前期设计方案已敲定袁 设备正在选定
中遥

野现在造纸行业市场低迷袁必将淘汰一批技术
落后尧管理水平滞后的造纸企业袁而技术尖端尧管
理先进的精英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遥 我们将
不断加大投入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袁进一步提
升发展层次和水平袁 将扬子胜达打造成造纸行业
的耶标杆爷遥 冶谈及公司未来发展袁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张浩荣信心满怀遥

﹃
一
张
纸
﹄
的
转
型
升
级

本
报
通
讯
员

黄
云
鹰

王
荣

记
者

周
蓉
蓉

日前袁记者来到江苏最大的苏菊
生产基地洋马镇境内袁 成匡连片的菊
花田里袁菊苗油绿袁长势喜人遥 菊农们
正忙着清沟理墒袁除草松土施肥遥正在
药材村王老吉菊花基地指导菊农田间
管理的药材经纪人尧 菊花种植大户袁
银林介绍说院野镇里 75%的农田尧80%
的劳动力从事以菊花为主的药材栽
培袁年产干药材超万吨袁其中药用菊尧
茶用菊分别占全国产量的 60% 尧
70%遥 冶

在鹤乡菊海大棚里袁记者看到工
人们正忙着管理数百种观赏菊遥野若到
金秋十月袁菊花绽放袁菊景如海袁这里
游客如潮袁黄白相间袁花团锦簇遥冶新灶
村菊花种植大户林国平满脸喜悦遥野现
在大部分村民有了干净的厨房尧 水冲
厕所袁整洁又卫生袁这些变化都离不开
朵朵似黄金的小菊袁菊花等中药材让
我们过上了富裕的日子遥冶贺东村村民
严秀贵高兴地说遥
种菊袁农民收入节节升高遥 野洋马

是国家级白菊花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尧
国家级白菊花标准化示范区袁 洋马菊
花获得国家原产地标志注册袁苏菊品
牌愈叫愈响遥 2018年全镇农民人均纯
收入 2.2万元袁 是射阳第一家突破 2
万元的镇遥冶镇扶贫办工作人员殷萍萍

介绍说袁 贺东村村民周文军是低收入
农户袁 加入王老吉菊花原料生产基地
亚大菊花合作社后成功实现脱贫遥 他
说院野流转 12.6亩田长菊花袁去年每亩
田采摘菊花 1000公斤尧花蕾 500公斤
以上袁亩产值在 4000到 5000元袁刨去
农本和雇工工资袁 一季菊花年收入 5
万元袁生活越来越好遥 冶
制菊袁引来八方客商投资遥洋马坚

持不懈举办菊花节袁文化搭台袁经贸唱
戏遥许多客商慕名前来观赏菊花尧参加
菊花节袁被当地环境资源吸引袁他们的
身份也从观光客变成投资商遥 全镇现
有 106家菊花加工企业袁 其中 42家
就是通过菊花节招引过来的遥 此外还
吸引了盐城海越麦芽尧上海宝松重工尧
江苏冰凉健尧中广核 100兆瓦风力发
电尧 盐城吉姆世通轮胎等一批工业项
目落户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袁菊花
销售也向电子商务发展袁涌现出 1600
多家以菊花等中药材销售为主的网
店袁 药材村成为全县第一家省级电子
商务示范村遥 渊下转四版冤

成为全县第一家农民人均年收入突破 2万元的镇要要要
菊花让洋马“富甲一方”

本报通讯员 黄云鹰 崔晓蕾 冯小雨

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袁是衡量高质量发
展成效的重要标尺袁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遥

八月的鹤乡袁让风景更诗情画意的袁是妆点射阳的那一排
排翠绿遥 年初以来袁我县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绿色发
展理念袁以建设国家沿海生态储备林项目为重点袁全面动员尧全
民参与尧全力推动袁打造生态宜居绿色野大氧吧冶遥 截至目前袁全
县已完成成片造林 3.7万亩袁 其中连片 1000亩以上的 10块尧
500亩以上的 5块曰四旁植树 112万株曰17个森林村庄尧2个野珍
贵三化冶树种示范村尧4个林业专业村袁按标准基本建设到位遥完
成 300亩林木采伐和新造林工作袁 完成近 1000亩的林木抚育
工作遥
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袁持续优化生态环境遥 同时下达

野任务书冶要要要高标准建设沿海生态防护林袁 统筹推进城市绿
化尧农村绿化尧道路绿化尧园区绿化袁再造成片林 2万亩以上袁建
成森林小镇 1个袁争创省级生态园林城市遥 一个个精致的绿化
工程尧一片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意袁描绘出生态家园的绿色长

卷遥
林城相依

八月的千鹤湖公园傍晚袁游人如织袁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
纳凉尧游玩尧看鱼尧观灯景噎噎而在一旁的绿化带前袁十来名工
人正在为绿树浇水尧打支架尧防虫遥 野树木能净化空气袁让我们的
生活环境变得更宜人遥 连日的高温心情闷死了袁这个时候在千
鹤湖走一走袁心情也舒畅了遥 冶市民杨丽感慨地说遥 千鹤湖公园
总面积约 600亩袁属于城市综合性市民休闲公园袁整个公园立
足野一个真实的故事袁一座有爱的小城冶这一城市文化内涵袁以
湖景为基调袁在树木为调色袁以文化场景集中展示和体验为核
心特色遥 我县围绕千鹤湖做足了野林冶文章袁编制 10个组团建设
计划袁每个组团突出一个主体功能特色袁形成主商业区与副商
业区合理布局袁主题公园与小型游园协同袁各区域社会事业配
套建设的格局遥

绿化是一座城市有生命的建筑遥 全会提出袁着力提升城市
品质遥 在城市绿化上袁我县坚持将园林绿化建设与城市招商相

结合袁坚持野精明增长冶理念袁完善提升县城总体规划和功能组
团专项规划袁统筹规划城市风貌尧空间色彩和重要节点袁完成
野一轴两带冶核心区城市设计遥 及时编制经营性用地出让计划袁
科学把握用地供应结构尧节奏和规模袁强化土地招商宣传袁精准
对接意向性重点客商袁 县城挂牌出让经营性用地 8宗 555.67
亩袁出让效益位居全市前列遥 野我们将加快打造市民公园尧生态
走廊袁不断彰显耶人在城中尧城在林中尧月亮挂在树梢头爷的生态
园林城市特色遥 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表示袁园林绿化要
以植物造景为主袁注重野差异挖掘冶袁不搞野千林一面冶遥 对于交通
区位好尧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尧有传说典故的休闲景点袁围点绣
野林冶袁点野林冶成金遥 注重乔木尧灌木合理搭配袁配以池塘河道尧建
筑小品袁体现湿地风貌尧产业特色的系统工程袁科学规划尧系统
推进袁倾力打造森林城市遥

林景相映
如今袁美化绿化家园尧改变生态环境尧改善人居环境尧优化

发展环境已成为全县上下的共识遥
田园普绿尧拆旧建绿尧沿路添绿袁走在射阳的大街小村袁随

处可见的 野袖珍小公园冶袁正逐步满足人们小行见绿尧中行见景尧
大行见园的愿望遥 我县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袁实
现魅力射阳与田园乡村互为融合尧交相辉映袁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遥 推行林长制尧河长制尧田长制袁促进林业绿化与脱贫攻坚尧美
丽乡村建设尧耕地保护尧同一乡村建设尧占补平衡尧农村住房条
件改善尧高效农业等融合发展遥

渊下转四版冤

让“有爱小城”更宜居
要要要贯彻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系列报道

本报通讯员 朱莉 记者 范媛媛

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袁我们将把学习贯彻县委
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和谋划长荡高质量发展有机结
合起来袁 深刻领会县委提出的推进区域发展的新理
念尧新思路尧新举措袁结合长荡实际袁继续深入开展耶僵
尸爷企业尧闲置土地和低效厂房耶三项清理爷工作袁不断
唱响高质量耶奋进曲爷袁打造特色镇耶新品牌爷袁努力推
动全镇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冶日前袁长荡镇党
委书记高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遥
就做好今后五个月的工作袁高山表示袁将紧扣野突

出党建引领袁落细工作目标袁创新推进举措袁跟踪督查
问效冶的管理策略袁以野巩固耶三镇爷建设尧提档耶一线三
园爷尧推进耶六大提升爷冶为主线袁积极推行项目化管理袁
将既定任务细化成若干支撑项目袁推动全镇经济社会
发展实现新跨越遥

在项目推进上袁做好工业企业服务工作袁继续常
态化开展野企业走访冶行动袁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困
难曰服务在建项目袁协调好项目建设的各项手续办理
及建设中遇到的困难袁确保在建项目早竣工尧早投产尧
早达效遥 以实实在在的野保姆式冶和勤勤恳恳的野店小

二式冶服务袁确保全镇工业经济指标稳增长遥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袁继续围绕高端纺织尧机械尧模具等主导产
业袁致力招引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和关键项目袁在项
目引进上实现新突破袁加快形成新兴产业集聚袁确保
全镇新兴产业占比提高到 50%遥 继续加快培大育强袁
协助入园企业向上争取政策性资金尧设备奖补尧科技
创新资金等各项政策扶持袁 并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
用袁加大企业扶持尧培育力度袁确保全年新增规模企业
2家遥 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袁进一步健全镇级科技创新
服务体系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袁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群袁
确保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家袁新增省级新产
品 1项袁创省市技术渊研发冤中心 2家以上遥 增强发展
后劲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尧项目推进力度,稳步提高
全镇工业有效投入,不断增强发展后劲袁确保完成县
下达的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目标任务遥

在作风建设上做到野四坚持冶遥 坚持深度教育袁提
升素质遥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利用好
野每周一小讲尧每月一大讲冶平台袁做好党员干部的面
上思想政治教育遥 坚持常态督查袁随机监管袁要求各

条线正常进行自查回头看袁每一项工作有计划尧有安
排尧有督查尧有推进尧有总结尧有跟踪遥 坚持制度管人袁
规矩办事遥 由镇党政办牵头袁对全镇已有的规章制度
进行梳理袁对不符合上级要求的制度迅速废止袁对具
有实用价值的制度汇编成册袁并组织好学习尧执行遥坚
持有案必查袁做到零容忍遥畅通举报渠道袁各村渊居冤将
镇纪委电话公开在村渊居冤部显眼位置遥

在当前工作上袁紧紧围绕野五个聚焦冶袁聚焦高质
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抓推进袁聚焦农业农村重点任务
抓推进袁聚焦镇村建设重点工程抓推进袁聚焦民生实
事重点工作抓推进袁聚焦安全信访环保重点事项抓推
进遥

唱响高质量“奋进曲”打造特色镇“新品牌”
要要要访长荡镇党委书记高山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近日袁记者来到位于新坍镇工业
园区的盐城市海成棉业有限公司采
访袁走进生产车间袁一排排整齐有序
的纺织设备高速运转袁快速将原材料
纺成单线再合成多股纱线袁整洁的车
间内看不到飞尘遥 野目前在手订单已
经排到 9月袁我们现在正加班加点生
产袁确保货品能够如期发出遥冶公司董
事长路海成一脸的自豪遥

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袁是
一家集棉花收购尧棉纱生产与销售为
一体的为国内外纺织客户提供供应
链服务的科技型棉纺企业遥为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袁该公司一直注重设备
投入遥野与传统纺织技术相比袁我们采
用目前国际较为先进的捷克纺机技
术袁从梳棉尧并条到气流纺袁全部实现
自动化袁不需要多少人力浴冶路海成指
着设备介绍道袁野近期袁 我们还投入
500 万元新上 2 套 480 锭制棉网设
备袁进一步过滤棉花中的杂质袁提升
纱线质量遥 冶

除了设备袁海成公司在原料方面
也精益求精遥 野我们原料选用的棉花
全部进口自澳大利亚和新疆袁这两地
的棉花质地洁白袁韧性好袁便于做成
纱线产品遥 冶路海成拿出成品给记者
细看袁经过长途运输袁棉花还是很洁
白袁几乎看不到杂质袁野酒香不怕巷子
深袁 由于我们出产的纱线质量高袁国
内多家企业都与我们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遥 冶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袁是该公
司外拓市场增效益的重要法宝遥 野今
年上半年袁 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
5470 万元袁同比增长了 7%袁预计今
年可实现销售超亿元尧利税过千万遥冶
谈到未来的发展前景袁路海成满怀信
心遥

实现销售超亿元尧利税过千万要要要
海成棉业发力“年度目标”

本报通讯员 蒋雯杰 记者 王明月

连日来袁 射阳经济开发区深入贯彻
落实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袁 以高质
量理念招商引资袁 以高标准服务推进项
目袁以高水平配套建强载体袁着力夯实高
质量发展基础遥

上图为中科纽克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员正在组装废弃物循环处理设备遥

左图为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车间
工人正在操作制药设施遥 盛诚 摄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mailto:Email:sy7059559@126.com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