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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为源满纺织有限公司内袁 工人们正在加紧
赶制产品遥

图于为鑫涛针纺织有限公司内袁 工人正在检测
入库产品遥

图盂为嘉荣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遥

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与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袁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尧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遥近日袁记者走
进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射阳金源能
源有限公司袁探访该公司变野粪冶为宝袁助
力绿色农业发展的秘密遥

走进公司袁 一排圆柱拱顶形状的发
酵罐引人眼球袁 养殖废弃物就在沼气池
里发酵曰纵横交错的管道令人眼花缭乱袁
几个工人在检查罐体尧 管道等设备的安
全生产情况遥

记者了解到袁 该项目利用畜禽粪污
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天然气袁 占地 90
亩袁总投资 8900万元袁2018年 7月开工
建设袁 计划于今年十月底建成投产遥 目
前袁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结束袁正在进
行设备运行调试遥

项目是如何将畜禽养殖粪污转化为
能源的呢钥项目采用以野粪污组合除砂及
秸秆仿生水解预处理寅高浓度高氨氮
CSTR厌氧发酵寅沼气生物脱硫渊碱法冤
寅沼气膜法提纯冶为主体的工艺路线袁实
现对牛粪污尧 猪粪污及玉米秸秆的资源
化综合利用遥 野通过几道工序袁就能将粪
污转变成能源遥 建成后将日产沼气 2.6
万 Nm3袁经提纯后日产符合质量标准的
车用压缩天然气渊CNG冤1.2万 m3袁可用
于供给县域范围内的 CNG加气站和工
业用户遥 冶项目负责人姜亮告诉记者袁项目建成后可日处理畜
禽粪污 550吨尧黄储玉米秸秆 30吨袁每年产出的沼渣尧沼液可
用于周边 2.9万亩农用地和林地还田袁 将有效解决周边地区
的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问题遥

野为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袁我们加大绿色项目招引力度袁
促进农业养殖业污染治理袁 助推现代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可持
续发展遥 冶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农业科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区农
业发展理念时如是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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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塔吊伸展着有力
的臂膀袁机械隆隆作响曰混凝
土搅拌车尧 大型装载车开足
马力袁往来穿梭曰建筑工人来
来往往袁 忙碌施工噎噎8 月
13日上午袁 记者来到位于长荡镇的嘉业高新材料项目建设现
场袁深深感受到一股只争朝夕尧紧张快干的热潮遥

野这些天受台风影响袁天气时好时差袁我们抢晴天尧钻雨
隙袁上足人力尧打足机械设备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袁全
力加快施工进度袁力争项目早日竣工尧早日投产尧早日达效遥 冶
工程技术负责人王立飞告诉记者袁野目前袁 二号楼生产楼已经
封顶袁钢结构盖瓦已基本结束曰一号生产车间砌墙已经达到百
分之八十袁再有 20天就能全部结束曰另一边的研发楼工程现
在已经结构封顶遥 冶

在王立飞的带领下袁记者戴上安全帽走进工地遥 野该项目
总投资 1.2亿元袁新建厂房及附属设施 1.6万平方米遥 为了确
保能在 12月底竣工投产袁 我们在原有 50名工人基础上又增
加了 20多人袁每天加班加点赶进度遥 冶王立飞指着不远处正紧
张施工的工人告诉记者袁野项目建成后将购置德国进口数控机
床尧光纤激光切割机等国际领先设备 120台套袁新上 4条纺织
机械生产线遥 冶

野我们这个项目是由上海嘉业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袁已经拥有完善的整经机研发尧生产与销售模式袁
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尧广东尧福建等地遥 预计项目投产达效后袁年
产 650套整经机袁年可实现销售 1.5亿元袁利税 1500万元袁冶对
于项目未来前景王立飞自信满满遥

嘉业高新材料

只争朝夕建设正酣
本报记者 施露

车站作为一个城市的窗口袁代表着
城市的形象和文明水平遥随着我县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不断深入袁县汽车
客运站围绕自身特点袁 严格落实责任袁
从服务提升尧美化环境尧氛围营造等多
方面入手袁有力提升了车站的整体形象
和服务水平遥

8 月 15 日上午袁 记者在县汽车客
运站看到袁售票大厅内随处可见宣传文
明创建的公益广告尧文明旅游尧禁烟等
标语标牌曰行李车尧急救药箱尧针线包尧
纸笔等设施完整的放在服务台内曰站务
员们身披绶带袁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
咨询服务曰志愿者们也主动协助买票的
旅客运送行李遥 市民王先生说:野近年来
客运站站内站外的变化我们全看在了
眼里袁 真正感觉到车站四周的秩序好
了袁 站内的环境卫生也改善了很多袁相
比往年袁真的感觉舒服多了遥 冶

据了解袁为大力宣传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袁 客运站利用 LED电子屏等

宣传方式对广大职工和旅客宣传袁向经营户和旅客发放
倡议书袁与营运车主和经营摊点签订创建承诺书袁共同
保持方便尧快捷候车环境和安全尧舒适的旅途出行遥 在
售票大厅和候车厅制作公益广告和文明旅游出行尧文明
城市展板袁每个售票窗口和检票口张贴尊德守礼文明出
行标语袁电子屏上轮流播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盐城
市文明公约等公益宣传内容袁生动地营造了浓厚的文明
创建氛围遥

县客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院野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
重要窗口之一袁 县客运站将继续加大创文宣传力度袁积
极推行微笑服务袁实施文明用语袁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袁
营造浓烈的创文氛围遥 冶

客
运
站
﹃
创
文
﹄
氛
围
浓

本
报
记
者

彭
岭

野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报告把握时代
特征袁彰显为民情怀袁具有极强地前瞻性和
指导性袁 充分体现了县委坚决贯彻落实省
市委决策部署的坚定决心袁 体现了县委践
行初心使命的高度自觉袁 更体现了县委实
现盐城中部率先崛起的强大魄力遥 冶日前袁
四明镇党委书记陈双喜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袁野我们将紧紧围绕县委全会部署袁 按照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 结合县委推动四明加
快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安排袁 进一步明晰目
标定位袁突出工作重点袁奋力后发崛起遥 冶

就做好下半年工作袁陈双喜表示袁四明
镇石将围绕野六提冶工程袁进一步兴产业尧强
城镇尧惠民生尧抓脱贫尧严党建袁全力打造四
明振兴乡村样本遥 突出项目引建袁力促野工
业提质冶遥 进一步细化产业链图谱袁编制产

业招商路线图袁强化项目引进推进袁下半年
力争新上规模项目 3 个袁 盘活宏发纺织
31000平米厂房袁助推学宏纺织尧骞和家饰
实现野小升规冶袁帮助福万家申报国家高新
企业袁实现税收超百万企业 3家以上遥 同时
全力加速科创园建设袁 打造营商环境新载
体遥 突出特色打造袁力促野农业提效冶遥 按照
野大米产业优质化尧主导产业规模化尧特色
产业精品化冶 思路袁 大力实施设施农业扩
张尧 休闲农业突破尧 品牌农业培育三大工
程袁年内新增高效农业 18000亩尧稻田复合
种养 10000亩袁 积极申报国家稻渔示范基
地尧食用菌国家地理标志袁不断提高四明虾
稻米和野通灵冶品牌影响力遥 突出生态宜居袁
力促野镇村提升冶遥 集中力量做好集镇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袁进一步加大农房改善力度袁

年内拆除危旧房 560户袁 高标准改善四类
人群住房 232户袁确保群众野有房住尧住得
好冶遥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袁进一步完
善环境卫生尧燃煤锅炉整治尧畜禽养殖治理
等工作长效管理机制袁 扎实开展河湖 野两
违冶专项整治行动袁完成垃圾中转站和垃圾
有机易腐处置中心建设以及 8个黑臭水体
的整治袁全力打造环境优美尧生态宜居尧底
蕴深厚的野水绿四明冶遥 突出幸福共享袁力促
野民生提档冶遥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袁发展社会
事业袁 启动通洋幼儿园与通洋小学建设工
程袁开工万亩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尧里下
河平原洼地治理等项目袁 加速敬老院提升
工程与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袁 完成四陈
线四明段建设尧射四线路面维修尧农村路网
改造提升工程及野四好农村路冶示范环线达

标建设遥 加强平安创建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袁健全信访维稳工作机制袁全力做
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袁 切实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尧安全感遥 突出扶贫开发袁力促野脱贫提
速冶遥 全面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袁坚持以产业
就业为攻坚重点袁兜底扶持为根本保障袁扎
实开展党员结对帮扶袁 落实一户一档一措
施尧 一村一策一规划袁 确保年内实现 737
户袁1478个人口全部脱贫袁建东村尧宏达居尧
双六村三个省定和市定经济薄弱村如期摘
帽遥 突出从严治党袁力促野干部提神冶遥 以即
将开展的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
为契机袁深入推进正风肃纪镇村行尧正风肃
纪看机关等专项行动袁集中开展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专项整治袁 切实筑牢基层党建坚
强堡垒袁营造风清气正尧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遥

牢记使命勇担当 苦干实干创实绩
要要要 访四明镇党委书记陈双喜

本报记者 施露 通讯员 丁加森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根据省政协在
全省政协系统开展走进企业尧走进社区尧走
进乡村袁联系群众野三走进一联系冶活动要
求袁8月 15日袁 市政协主席李驰率队到我
县调研袁 走访住射市政协委员和县政协机
关干部遥市政协副主席吕拔生袁秘书长殷勇
参加遥县委书记唐敬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陪
同遥
李驰一行走访了委员所在单位海河镇

及旭日美丽乡村尧 射阳经济开发区桃园家
饰有限公司袁实地考察了射阳港口尧远景能
源尧银河连杆尧县妇幼保健院等重点项目和
民生实事工程袁并到野政协委员之家冶进行
调研遥 参加调研的委员们对射阳县委县政
府扎实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八次全会部署袁
聚焦项目强县尧聚力开放创新袁重抓产业转

型尧重抓民生实事尧重抓营商环境等工作留
下了深刻印象遥

座谈会上袁 住射市政协委员一一汇报
了各自工作和履职情况袁围绕实施野三市冶
战略袁走好野两海两绿冶路径袁推动野四个新
盐城冶建设袁谈认识袁提建议遥在认真听取我
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尧 县政协开展工作等
情况汇报和委员发言后袁 李驰对我县经济
社会发展和县政协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
定袁认为射阳县委班子政治站位高袁工作思
路清袁为民情怀深袁全县经济社会各项工作
取得了良好成效遥 射阳县政协始终坚持县
委领导袁团结全县各界人士袁围绕中心袁服
务大局袁积极探索政协工作新思路袁特色鲜
明尧成效明显遥射阳县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重要思想袁聚焦全县工作中心袁重点
围绕大力实施县委提出的野六提工程冶双向
发力遥不断创新袁切实做好政协协商与基层
协商有效衔接的试点遥 住射市政协委员讲
政治讲大局袁事业有建树袁工作有作为袁履
职有成效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不当荣
誉委员袁 争当责任委员袁 完成好 野委员作
业冶袁为全市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
能袁 以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
立 70周年遥

唐敬在汇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
说袁今年以来袁我县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要
求袁认真践行野两海两绿冶发展路径尧建设
野四个新盐城冶目标定位袁聚焦项目强县尧聚
力开放创新袁 深入实施产业提升尧 城市提
质尧乡村提优尧改革提速尧民生提档尧党建提

标野六提冶工程袁坚持攻项目促转型尧经济质
态不断优化袁坚持抓改革扩开放尧发展活动
充分迸发袁坚持优形态提品质尧城乡面貌明
显提升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尧民生条件持续
改善袁坚持树正气聚民心尧党的建设全面加
强袁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遥
1-7月份袁列入市考核的 18项主要经济指
标均达超序时袁 注册外资到账提前 7个月
完成市下达的全年任务袁 连续三年跻身全
国县域经济百强县遥唐敬表示袁我县将按照
市委部署要求袁 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强
县尧深化改革创新尧加快城乡建设尧扩大开
放开发尧致力改善民生尧从严管党治党袁真
抓实干尧奋力有为袁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在射阳落地见效遥

市政协主席李驰率队来射开展“三走进一联系”活动
吕拔生参加 唐敬邱德兵陪同

野谢谢你袁把我家门前电线杆上的野广告铲除得干
干净净! 冶昨天上午袁兴东街道的市民王梅高兴地向县城
管执法队员夏文涛致谢遥

王梅说袁她家门前有个电线杆袁经常贴满各种内容
的野广告袁可她今天打开家门时却看见门前的整个巷子
野广告都已经被县城管执法人员铲除干净了遥

背街小巷是城市的野毛细血管冶袁与百姓的生活息息
相关遥 连日来袁县城管局执法大队多次配合合德镇开展
后街背巷整治工作袁对乱堆乱放尧野牛皮癣冶小广告尧非
机动车辆乱停放等市容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整治袁进一步
改善了县城人居环境遥

为全面打胜创文攻坚战袁县城管局执法大队采取疏
堵结合的办法袁多管齐下袁拉网式集中整治袁取得良好
效果遥 该大队对电线杆上的野广告采取先用水浸泡袁再
用铁铲铲除的办法进行清理曰对墙体野广告则采用颜色
相同的涂料进行覆盖遥 同时袁该大队还对非机动车辆乱
停放进行劝导尧规范袁对乱堆乱放进行了协助清理遥 据
统计袁 七月下旬以来共计出动执法队员 150余人次袁清
理 野牛皮癣冶850多处袁 规范非机动车辆停放 130余辆
次袁清理乱堆放 60余处袁有力维护了市容环境遥

县城管局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袁城管执法部门一直
把后街背巷的整洁纳入整治重要环节袁 对墙体野广告尧
对非机动车辆乱停放等进行全面调查摸底袁发现问题及
时组织突击清理遥 野保持后街背巷的整洁不仅是深化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的需要袁 也和周边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袁
更是我们对市民们一份实打实的承诺遥 冶

后街背巷“大变样”
本报通讯员 宋玉成 胡惠瑾 记者 李凤启

进入三季度以来袁千秋镇瞄准年度目标袁
重抓项目攻坚袁全力打造千秋轻纺产业园袁确
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遥

吴贵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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