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9 日上午袁 笔者来到临海镇头厂村张海成
家的鱼塘袁正赶上他撑着小船袁给鱼喂食遥 只见他用
一把铁锨将船舱里搅拌好的饲料抛向水里袁 不一会
小船四周热闹起来遥 鱼儿争先恐后地涌向饲料投放
处袁掀起朵朵细浪遥

大约 20 分钟袁张海成将船舱内的饲料全部抛进
鱼塘袁然后将船撑向岸边袁栓好船绳袁就和记者交谈
起来遥

张海成今年 49 岁袁 经营这片 60 余亩的鱼塘已
10 年遥 平时他除了养鱼袁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手提电
脑上网看看新闻袁同时还关注全国的水产养殖行情遥

野去年的今天不怎么好袁 全省都在清理网箱养
殖袁造成鱼蜂拥上市袁价格下跌遥 这我都在网上关注
着呢浴今年年底预计市场会回暖袁我准备把这些鱼给
卖了遥冶今年上半年袁淡水鱼市场低迷袁张海成早早就
在网上了解到了这一行情遥他也做了相应的准备袁没
有卖一条鱼袁而是把鱼留到下半年再卖遥

野给鱼喂食不能将饲料抛在一处袁这样鱼挤在一
起争食容易缺氧袁导致死亡遥 冶张海成跟记者透露他
的养鱼诀窍遥

谈话间袁一条大鱼从水面跃起袁然后又野扑通冶钻
进水里袁水面上荡起阵阵涟漪遥野这是白鲢袁一有风吹
草动就跳来跳去遥 他们主要吃草鱼的排泄物遥 冶张海
成的鱼塘是采用混养的模式袁养殖了草鱼尧青鱼尧鲢
鱼遥 草鱼尧青鱼吃饲料袁鲢鱼主要吃这两种鱼的排泄
物遥这种养鱼模式既能多一份收益袁还可以解决单一
鱼种造成水质变差的问题遥

野关于养鱼的知识网上都有袁网络就是我养殖的
耶老师爷遥 冶 老张笑呵呵地打开了水产养殖网站的网
页遥

鱼塘边上侃“鱼经”
本报通讯员 李春辉 陈洪飞

江苏盛泰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3.6万吨
高档绒布面料印染技改及 3000吨中水回用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已基本完成袁 根据
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的要求袁现将拟建
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遥

一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江苏盛泰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3.6万吨
高档绒布面料印染技改及 3000吨中水回用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射阳
县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中的项目公示袁 链接
为院http://www.syaepi.org.cn/epi/bst/遥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公众需到盐城市纺织
染整产业园盛泰克公司进行查阅遥

二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

地 2.5km范围内的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可按照链接

格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

表袁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为 院http://www.syaepi.org.cn/epi/bst/20190802/
009_14bed406 -361f -405c -9778 -855f6e6b0d1e.
htm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请反馈给建设

单位 遥 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
渊24450774@qq.com冤或通过邮寄信函渊联系地址院
盐城市纺织染整产业园盛泰克公司袁 联系人院陈
总袁联系电话院0515-87755238冤的方式发表意见遥
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尧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袁以便根据需要反馈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8

月 2日至 8月 15日遥
江苏盛泰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日

江苏盛泰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年产 3.6万吨高档
绒布面料印染技改及 3000吨中水回用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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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农户等客户群体在生产经营中
流动资金需求，基于德式 IPC新型
信贷模式而投放的额度在 0.5万元

-100万元的小微贷款。
产品特点院1、准入门槛低。生产

经营正常，经营时间超过三个月，即
符合准入的基本条件。可保证、抵押
担保，授信期限 1-5年之间。2、提供
材料少。客户仅需向我行提供夫妻
双方身份证即可，其他信贷材料由

客户经理上门收集。3、投放速度快。
贷款材料收集齐全后，一般 2-3个
工作日即可办结。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8月 12日下午袁全县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
工作部署暨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渊扩大冤会议在县行政中
心二楼东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田国举主持会议并讲
话遥

田国举指出袁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工作要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性特
征尧妥善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尧积极抢抓多重战略叠加机遇曰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客观需要尧是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的有效举措尧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条件遥 野十四五冶规划编
制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系统性强尧涉及领域广尧时间跨度大尧工作任
务重尧质量要求高遥 全县各部门单位尧各镇区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
作的重要意义袁准确把握野十四五冶发展时期的重点任务曰紧紧盯住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袁加强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尧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遥 要加强领导袁精心组织袁扎实工作袁确保
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袁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遥

会议传达市野十四五冶规划编制工作会议精神曰县公安局尧市场
监督管理局尧行政审批局分别作交流发言遥

县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部署暨
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 王明月冤8 月 10 日下午袁我县在县行政中心
1102 会议室召开园区整合工作推进会议遥 县委常委戴勇主持会
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袁戴勇指出袁优化整合工业园区是市
委尧市政府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创新举措袁也是推动射阳工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遥各相关镇区部门要认真领会市会
及相关文件精神袁针对整合中存在问题袁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对
接袁进一步优化整合方案袁以更大的力度尧更高的成效推进园区
整合遥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袁多形式宣传整合工作遥同时袁整合招
商资源袁加大存量资源招商引资力度袁加强运行监管袁从源头上
为打造节约型园区尧加快高质量发展腾足发展空间遥 要围绕市级
以上工业园区野八有标准冶袁组建专业督察组对 11 大板块进行督
促尧指导袁把问题带上来袁把政策带下去袁实现园区有序开发尧高
效建设和科学管理袁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县召开园区整合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冤8 月 9 日下午袁由盐城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尧 盐城市散文学会主办的第二届盐城散文论坛在县迎宾
馆 3 楼会议室举行遥 来自盐城尧滨海尧东台尧射阳等地的散文作家
代表参加会议遥 市文联党组书记尧主席高定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高定希望广大文学创作者袁要勇于担当袁用手中的笔袁记录
盐城湿地袁向世界展示盐城湿地袁不断擦亮世遗品牌曰要深入盐
城社会生活实践中去袁切实增强脚力尧眼力尧脑力尧笔力袁用心体
悟袁不断发掘盐城湿地的魅力袁助力打造湿地名地曰要坚持艺术
标准袁精雕细琢袁认真采写袁推出精品力作袁不断发展盐城湿地文
学事业曰要注重调研袁积极培育湿地文化袁不断完善湿地文学理
论体系袁形成盐城湿地文学的特质遥

本次论坛围绕野黄海湿地的文学书写冶主题袁旨在促进盐城
黄海湿地文学发展壮大袁与会作家分别从沿海湿地与湿地文学尧
湿地文学写作尧湿地文学写作经验等角度袁分享了湿地文学创作
的经验和体会袁探讨促进盐城湿地文学的举措遥

第二届盐城散文论坛在射举行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通讯员 朱德奎冤超
强台风野利奇马冶来袭袁8月 11日中午 员员点半袁位
于射阳港学校的射阳港防台安置点里袁16名安置
人员正在这里休息遥 野前天晚上 8点袁我们及时了
解需要撤离转移到安置点人员情况袁提前准备好袁
两间安置住房袁提供防台凉席尧枕头尧被子尧泡面尧
水壶尧医药等物资遥 冶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
部主任顾海红一边为安置人员发放盒饭袁 一边说
道遥

射阳港全区落水面积 191.8平方公里袁 海堤
长度 37.2公里袁水利基础设施 41座遥为确保安全袁
该区截止 8月 10日下午四时袁一线海堤外 270个

养殖户 519人全部撤离袁其中在旅馆 130人袁安置
点 49人遥 在近海作业的 52艘 渊商船与工程船 42
艘袁渔船 10艘冤全部进港避风曰港口堆场内风电装
运企业 3个 72人尧 砂石经营户 6户 20人全部撤
离曰12个养殖场 39幢养殖圈舍全部检查达标袁加
固养鸡塑料大棚 1座袁运空排污沉淀池 12座遥

野下一步袁我们将继续在岗在位在状态袁坚持
干部一线指挥袁应急队伍一线作业袁对房屋尧工地尧
广告牌尧农业设施尧险工险段等立即展开全面巡查
检查袁把风毁损失降到最低袁迅速复工复产复市袁
尽快恢复面貌遥 冶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水利站负责人
蒋溯洋说道遥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防汛防台工作井然有序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熠冤为应对超强台风野利奇马冶袁连日来袁
县明湖管理所全体人员在岗在位袁 顶风冒雨在明湖周围泵站巡
查袁确保泵站工程设施安全运行遥

防台期间袁该所全体职工紧急动员袁跑遍下属各闸站袁检查工
程设施尧电路设备能否正常运行袁观察河流水位高低落差袁及时
开闸放水袁降低河流水位袁为台风暴雨到来做准备遥 8 月 10 日晚袁
该所组织人员轮流到堤坝闸站巡查袁发现险情袁立即上报袁并做
好预案袁确保万无一失遥 全所人员迅速反应袁立即投入抗击台风
中袁开闸排水尧开泵排涝袁使水位始终保持在安全水位线以下袁保
护了周边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袁保证了明湖水源地安全遥

县明湖管理所

从容应对“利奇马”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陈双双 记者 张慎传冤 台风
野利奇马冶过后袁我县重点做好损失调查和灾后自救指
导袁切实抓好全县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袁把灾害损失
降到最低遥 连日来袁我县严格落实省市防台工作部署袁
精心组织尧超前谋划袁第一时间深入生产一线指导统计
受灾情况袁全力应对灾后复产工作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种
植业受灾面积 91037亩袁渔业养殖受灾面积 100亩袁畜
牧养殖受损圈舍 565㎡袁死亡家禽 1200只袁受损渔船 1
艘袁无人员伤亡遥

及时指导救助遥 由农牧尧林业尧水利尧科技等部门组
成的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袁组成恢复生产技术指导组袁
实现县尧镇尧村三级分包袁深入灾区田间地头尧果园尧林
场尧养殖场尧农业园区等受灾地区袁分类开展技术指导袁
野一对一冶制定恢复生产指导方案袁科学推动灾后恢复
农业生产工作遥

加快设施修复遥 积极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修复袁做好
农村水电基础设施修复加固袁恢复生产条件袁确保灾后
农业生产用水用电平稳袁 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开展生产
自救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遥

全力补种改种遥 加快灾情核查袁做好受灾情况统计
梳理袁加派农业技术专家袁针对当前季节特点袁深入一
线指导加强受灾作物田间管理和改种补种遥 对淹水农
田袁尽快整理修复袁洗苗扶苗袁开沟控水袁加强病虫防
治袁减少损失曰对绝收地块袁因地制宜及早安排改种补
种袁确保不误农时遥

强化灾后管理遥 强化农作物灾后管理袁做好农田排
水尧追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袁加强受灾玉米田地在高温
高湿条件下的管理袁科学扶植受灾倒伏的玉米袁加强病
虫害防控遥 对受灾养殖场袁全面开展消毒灭源工作袁搞
好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袁强化动物产地检疫袁及时对辖

区内进行检查和修复尧加固破损的畜舍遥 深入塘口对受
损渔场尧渔船进行指导救助袁对受灾群众采取各种抢救
性措施袁尽快恢复水产养殖正常生产遥

决不能让农业生产因灾减产尧让群众因灾减收遥 面
对灾情袁县还鼓励受灾群众树立信心袁引导受灾群众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袁做好宣传动员袁在思想上不放松尧毫
不怠懈袁努力把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遥 同时袁结合
下半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袁围绕实现农业标准化尧高效
化尧特色化尧现代化袁引导受灾村庄因地制宜尧错位发
展尧放大特色遥 持续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袁强化
农技队伍培训袁并积极引进外来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
专业特长袁确保以后在灾害天气来临前后袁可以第一时
间指导当地群众袁因时因地科学防御袁提高农作物对风
雨灾害的抵抗力遥

县精准施策做好灾后农业生产服务指导工作

随着今年第 9 号超强台风
野利奇马冶 的影响逐步减弱袁8 月
11 日下午 17 时袁 我县解除台风
警报遥 12 日一早袁黄沙港镇国家
中心渔港码头上袁 众多渔民抓紧
时间整理渔具袁 补充燃油及各种
海上生活用品袁准备出港遥

野我们在收到台风预警信息
后袁就迅速起网返航袁赶在台风来
临前成功返港袁 现在终于没有大
风了袁可以安心出海了遥冶码头上袁
台风期间进港避风的渔轮老板邓
明君开心地向记者说道袁野在这里
避风袁我们放心浴 冶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袁抗台防汛期间袁该镇分管农业
的负责同志正会同渔业协会尧渔
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袁 顶着大风和
雨水袁 沿着中心渔港码头对进港
渔船进行检查袁 逐一查看缆绳是
否固定好袁 提醒渔民及时做好安
全防范遥

该镇负责同志介绍说袁 台风
期间袁码头共停了 400 多艘船只袁
由于此次超强台风野利奇马冶风力
强袁来势猛袁港口渔船又很密集袁
很容易发生碰撞袁造成重大损失遥
我们组织人员对黄沙河尧利民河尧
运棉河三个港口的渔船进行检
查袁有效做好防台工作遥

黄沙港镇地处沿海袁 是国家
级中心渔港尧省渔船定点避风港袁
为应对此次野利奇马冶超强台风袁该镇及时成立防台
工作领导小组袁启动应急预案袁做好防台人员安排部
署袁全面落实防台责任制袁加强镇防指成员单位的协
调联系袁严密注意台风动向袁加强对危险区域的巡查
值守袁严格做到领导 24小时值班袁确保信息畅通遥同
时袁认真组织巡查码头岸线尧堤坝尧闸站运行尧人员密
集场所尧户外广告牌尧工地塔吊尧施工现场尧危旧厂房
等危险系数较高的场地袁 在危险区域设置明显的警
告标志袁并对相关隐患进行整改曰做好低洼路段尧建
筑坑塘等容易积水的区域防暴雨措施袁 全面筑牢安
全屏障遥

﹃
在
这
里
避
风
，我
们
放
心
！
﹄

本
报
记
者

葛
静
漪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袁我县全力防御第 9号
台风野利奇马冶袁共转移一线
海堤外滩涂种养殖人员
328户 767人袁 内地危房
户 798户 1198人袁特困户
五保户 225户 270人袁全
部妥善安置到位遥

上图为新坍镇组织党
员干部走访安置危旧房住
户袁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遥 蒋雯杰 成杰 摄

左图为在射阳港防台
安置点袁工作人员为安置人
员发放食品遥 范媛媛 摄

8月 10日袁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尧教授尧博士生导师袁县
人民医院名医工作室专家姚欣来县人民医院开展诊疗活动袁为家乡
患者送来贴心服务袁并为县医院呼吸内科医护人员作业务指导遥 图
为姚欣教授在为患者诊治遥 吴贵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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