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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沙港镇的盐城优和博新材
料有限公司高模聚乙烯纤维项目总投
资 10亿元袁是一家专业生产高强度高
模聚乙烯纤维及其制品的企业袁 产品
各项性能达世界领先水平袁 被广泛应
用于军工尧家纺尧深海养殖尧体育户外
用品等领域遥项目建成后袁预计可年产
6000吨高模聚乙烯纤维产品的生产
能力遥 图为项目火热的建设场景遥

彭岭 王荣 摄

9月 1日清晨袁天蒙蒙亮袁记
者来到合德镇友爱村聚源果蔬
家庭农场袁十几名工人正在日光
大棚里采摘葡萄遥门口的大卡车
上袁农场主耿浩然正在将打包好
的葡萄装箱搬运上车遥耿浩然告
诉记者院野前一阶段袁夏黑葡萄销
售结束了袁现在上市的主要是阳
光玫瑰青提遥 阳光玫瑰肉质紧
实袁汁水丰富袁香味浓郁袁很受消
费者欢迎袁现在这一车货要运往
浙江去的遥 冶
成立于 2015年的聚源果蔬

家庭农场占地 60余亩袁 按季节
交替种植葡萄尧草莓尧果冻橙尧西
葫芦等果蔬袁保证大棚种植不断
档袁土地收益更增值遥 野阳光玫瑰
批发价在 15块钱一斤左右袁远

高于其他品种葡萄袁光是这一个
品种袁收益在 10万块钱左右遥 冶
耿浩然介绍道遥
连日阴雨袁湿润的土地更加

适合化肥的挥发和苗的栽种袁农
场西侧的大棚里袁农民正在使用
翻耕机对土壤进行翻耕袁东侧的
连体大棚里袁技术员正在搭建无
土栽培器皿遥耿浩然说院野前几天
去山东尧安徽等洽谈购买草莓苗
的业务袁今年计划培育无土栽培
和有土栽培两个品种共计 15万
株草莓苗袁年底就可以吃上香甜
可口的草莓了遥 冶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袁单
一的种植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市
场需求袁家庭农场的转型升级也
迫在眉睫遥 野除了销售化肥尧参与
农业技术指导袁最近我又接手了
荷兰雷邦斯农资代理袁充分发掘
农业发展潜力袁把农业种植这块
蛋糕做大做强遥 冶耿浩然说遥

聚源果蔬家庭农场

一年四季飘果香
本报记者 盛诚

高度自动化的车床设备尧紧
密衔接的工艺流程尧精益求精的
生产标准噎噎近日袁记者来到位
于洋马镇的盐城吉姆世通橡胶
工业有限公司采访袁一探在国内
需求放缓尧国际贸易疲软的背景
下袁如何实现产品销售野逆势上
扬冶的遥

野我们公司去年 12月份开
始试生产袁 主要从事轮胎研发尧
生产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袁主营
产品包括自行车轮胎尧电动车轮
胎尧摩托车轮胎三大系列近百个
规格数百个花色品种遥 今年 1-8
月份袁已实现销售 3000多万元袁
在手订单排至年底袁预计年销售
额在 5000万元以上遥 冶公司销售
总经理汤昌荣向记者介绍道遥

从零起步袁 在激烈的轮胎市
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袁 吉姆世通的
制胜法宝之一就是对技术的追
求遥 野轮胎生产具有高精密度尧需
求个性化的特点袁 对生产技术要
求高遥 我们通过引进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自动电气控制密闭式混

胶流水线尧全自动弹簧渊STB冤成型
设备尧 无人值守全自动工艺保障
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关键设备袁确
保生产工艺不落后袁 有效满足市
场对产品质量的需求遥 冶

为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袁该
公司积极打造科研型人才队伍袁
加大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遥 野我
们公司的主要技术尧管理尧营销
负责人分别由国家轮胎协会专
家尧省劳模尧拥有多年营销经验
的精英组成袁及时有效地捕捉市
场对产品的升级换代需求袁推动
相关产品研发袁确保产品始终走
在市场前沿遥 冶

野通过采取这些手段袁在提
升轮胎质量的同时还节约了生
产成本袁使得公司获得了一定的
低成本竞争优势遥 我们的轮胎产
品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袁深受市
场欢迎袁远销欧盟和非洲尧南美尧
巴西尧阿根廷等外国市场袁同时
与国内的五羊窑本田尧耶好孩子爷尧
欧派龙等知名品牌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遥 冶说到公司的产品袁
汤昌荣笑容满面袁野下一步袁我们
将继续做好产品创新袁提升产品
质量袁相信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会更加广阔遥 冶

念好野科技经冶袁走好野创新路冶要要要要要
吉姆世通“通世界”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冯小雨

三年计划拆除农村危旧房 32115户袁目
前已拆除 1苑源愿猿户袁 已新建示范居住点 远苑
个袁新建农房 缘源苑缘套曰
四类重点对象渊省下达任务冤需改善住

房条件 员圆园园户袁目前已完成 员员远苑户袁其中
住房托底安置 804户曰

野一镇十村冶 计划拆除 缘愿缘愿户尧 新建
猿源员园户袁 目前已拆除 源员缘园户尧 新建 圆缘园缘
户曰

6月 23日袁 在全省改善农房工作推进
会上袁市委主要领导介绍了我县的特色做法
噎噎
秋天袁既是收获的季节袁也是满载希望

与期盼的季节遥 自去年 9月份省尧市改善农
民群众住房条件专题会议召开后袁我县迅速
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袁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袁
出台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三年提升行动
实施意见尧奖补意见尧核查验收与奖补资金
拨付办法等政策性文件袁快马扬鞭尧奋蹄赶

追袁精准施策尧抢抓机遇袁将工作向纵深推
进遥 一组组引人注目的数据袁一项项骄人的
成绩袁 正是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有力佐
证遥
一线探索,聆听心声袁规划设计遵从野高规格冶
一排排黛瓦白墙的徽式房屋袁一条条坦

荡如砥的水泥路袁 一棵棵初吐绿色的景观
树袁 一张张笑靥如花的脸庞噎噎这里不是
野世外桃源冶袁而是合德镇淮海集中居住示范
点遥野说真的袁我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能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遥 户型设计得这么好袁小区环
境也是一流袁旁边还有广场袁想去买东西袁几
步路就到了遥 冶居民王秀兰话语中有掩饰不
住的喜悦遥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袁 不是简单地
野推倒重来冶袁而是要在原有基础上体现野新
风貌冶遥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设计出群众满意
的房屋钥只有走进基层袁深入一线袁去亲耳聆
听群众的心声遥野在拆除群众原有住房之前袁
需要先行评估房屋危险等级遥这份工作不只
是摸排房屋情况尧建档立卡袁而是包含政策
宣传尧征求群众改造意愿等一系列内容遥冶合
德镇淮海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在确定规
划设计方案后袁 该示范点共建设 350户袁目
前一期尧二期共建设 100户袁入住率达 85%遥

结合农户的意愿袁邀请省尧市专家及镇

村代表对集中居住点的布点规划和设计进
行野精心斟酌冶曰按照野10有+X冶渊10个基本
设施+自选设施冤的标准袁野配齐冶基础设施曰
成立质监安监小组袁严把工程建设野四大关
口冶噎噎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袁如此高规
格尧 高标准的规划设计正是让群众满意尧让
住户暖心的重要保障遥 谈及下一步工作推
进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说院野我
们将重点结合群众新的需求尧 政策新的要
求袁在选址的科学性尧建设的规模上重新进
行耶回头看爷曰推进镇村规划布局优化袁防止
城市化倾向袁体现乡村田园风光曰着重加快
新老村庄的融合发展袁重点瞄准建设标准的
把握和建筑风貌等袁积极挖掘打造特色遥 冶
让利于民袁优化产业袁政策扶持源自野高标准冶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是深入贯彻乡

村振兴战略袁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袁是
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改善居住
条件的迫切要求袁是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遥

野实行搬迁后袁土地资源进行重新优化整
合袁那么我们该以何为生钥冶野手上没有了赖以
为生的田地袁如何去过下半辈子钥 冶这是村建
中心工作人员在摸排农村所有危房尧 主干道
沿线零散旧屋时常常被询问的问题袁 也是摆
在众人眼前最现实的问题遥野我们全面考虑了

各镇区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袁 以实施 耶三个
一爷渊一个富民产业尧一道绿色风景尧一组功能
配套冤工程为抓手袁在农房改造中注重协调产
业尧富民尧宜居等要素袁让群众住上好房子尧增
收有路子尧过上好日子遥 冶县农房办相关负责
人对工作推进方向侃侃而谈遥 如今海河镇旭
日美丽乡村按照一点一特色尧 一点一产业的
定位袁依托野四季果香冶现代农业产业园袁栽种
应时水果袁建成设施农业 1000亩尧林果 2000
亩曰 洋马镇贺东集中居住点布局在鹤乡菊海
现代农业园南侧袁 推动集中居住点周边药材
特色产业尧旅游业规模化发展曰特庸镇王村集
中居住点推广野党支部+产业+电商冶精准扶
贫模式袁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噎噎
鼓励镇村自身发展袁需全方位野加持冶遥

我县坚持分类施策袁野对症下药冶遥 对拆除
D尧C级危房的农户袁 由镇区按实补助曰对
不需新建住房的农户袁 结合县财政予以补
助曰对无力自建的低保户尧重残户实行财政
全额托底遥此外袁对四类重点对象坚持补助
标准不下降尧房屋改造高标准遥 野我们将按
照省市 2020年改善到位的要求袁 自加压
力袁努力在 2019年底全县四类人群危房全
部改善到位遥冶县农房办相关负责人满怀信
心地说遥

渊下转二版冤

广厦安居惠民生
要要要县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扫描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掌权

本报讯 渊通讯员 祁凤洲 记者
范媛媛冤8月 27日袁江苏杰龙集团在坦桑
尼亚投资的农业项目要要要坦桑尼亚华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业遥

该项目总投入约 4000万元人民币袁
主营木薯干尧木薯淀粉加工出口业务袁分
二期实施遥 一期工程年加工出口国内木
薯干 6万吨袁 投入约 1050万元人民币袁
于今年 8月正式投产曰 二期工程加工木
薯淀粉 3万吨袁计划 2020年实施遥 整体
项目建成后袁可实现年利润 3500万元人
民币遥 该项目已取得中国海关总署坦桑
尼亚木薯输华市场准入遥 项目的实施对
拉动坦桑尼亚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袁
促进坦桑尼亚国家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
带动作用遥

近年来袁 江苏杰龙集团努力践行国
家野一带一路冶战略袁扎根坦桑尼亚袁服务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袁 在取得良好经济效
益的同时袁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袁与
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遥
2012年 7月袁 由江苏杰龙科技集团旗下
江苏杰龙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尧 江苏杰
龙麦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成立杰龙
控股渊坦桑尼亚冤有限公司遥 2015年以来袁
该公司在新阳嘎省种植 5000 英亩葵花
籽袁 以高于市场价收购袁 带动当地 5000
户以上农民增收遥 公司用工基本实现本
土化袁目前雇佣当地工人 400余人袁占企
业总人数的 95%遥 公司累计向坦桑各方
捐款 10余万美金袁帮助周边学校建设综
合实验室袁 关怀和资助周边白化病患者
生活和入学袁 为周边村民免费接入自来
水等遥 2018年 7月 14日袁坦桑尼亚总理卡西姆窑马贾利瓦视察
杰龙控股渊坦桑尼亚冤有限公司袁高度赞扬该公司生产的优质
产品袁 充分肯定其在坦桑尼亚取得的发展成就和为坦桑尼亚
民生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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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深刻总结上半年工作袁指
明下半年工作目标袁 我们将紧紧围绕全会报告精神袁
全力以赴尧扬鞭奋蹄袁持续抓好各项工作袁继续绘就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遥 冶日前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乔干群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就做好下半年工作袁乔干群表示袁该局将深化农
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遥 深化农村改革袁推动土地野三
权冶分置制度和宅基地野三权分置冶政策袁妥善处置农
村闲置宅基袁盘活农村现有闲置资源袁促进农民致富
增收遥 加强农村野三资冶管理袁建全县尧镇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袁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袁不断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遥 深入实施农村野双新
双创冶袁加快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袁健全 150个益农
信息社袁打造野互联网+冶现代农业的基础性工程和新
农民新技术创业创新示范平台袁下半年新增电商创业
主体 10家尧村级淘宝服务站点 10个袁获批省级电子
示范镇村 4个遥 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袁坚持内
培外引袁加大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教育力度袁建立一批
农业科技创新尧技术示范推广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
农业创业科技团队袁加快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应
用遥 着力推进乡村振兴袁围绕乡村振兴野20冶字要求袁深

入实施现代高效农业野1358冶工程袁重抓设施农业尧休闲
农业尧品牌农业尧绿色农业袁大力推广复合种养新模
式袁新增设施农业 1.5万亩尧特经作物 11万亩袁加快建
成射阳大米产业园袁争创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1家遥 大
力推进农业野接二连三冶袁积极实施野强龙工程冶行动袁
争创国家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各 2家袁农产品线上销
售突破 30亿元遥 尽快建成国家中心渔港二期工程袁加
快国家级海峡两岸渔业合作交流基地建设步伐遥 推行
农业标准化生产袁 以农产品质量诚信制度建设为中
心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设袁提高野射阳农
产品冶质量和公信力袁对沪农产品销售突破 100亿元遥
加大农业行政执法力度袁会同公安尧市场监督尧商务等
部门袁规范生猪屠宰市场秩序袁过细做好动物疫病防
控遥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野四治理尧四提升冶行动袁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袁立足源头把控袁着力有效治理农业
生产废弃物袁常态长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袁创成省特
色田园乡村 2家以上遥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袁对全县
低收入农户实行野一对一冶野全覆盖冶帮扶袁确保到 2019
年底全县 3816户尧7281 人未脱贫的低收入人口全部
脱贫袁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 6000元曰全县
24个省定尧市定经济薄弱村村级集体年经营性收入持

续稳定达 18万元以上遥 坚持产业就业扶贫袁强化低收
入农户技术培训袁发展富民特色产业遥 2019年计划实
施县级产业扶贫项目 8个袁 计划总投资 1546.8万元袁
实现年收益 115万元袁受益农户 1320户曰下半年新增
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800万元袁 受益低收入农户达 900
户遥 创新兜底保障方式袁开展对未脱贫低收入农户野五
个一批冶兜底保障工作袁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兜底保
障率达 80%以上袁对无法实施产业就业帮扶也无法纳
入兜底保障的低收入农户袁 积极通过资产收益扶贫尧
村集体经济救助尧提供公益性岗位等方式袁增加其收
入袁稳定实现野两不愁三保障冶全覆盖遥 建立健全野未贫
先防机制冶袁对收入不稳定的脱贫户尧贫困边缘户尧因
病致贫返贫户等群体进行动态监测袁在返贫之前及时
救助袁将他们从贫困边缘拉回来遥

扬鞭奋蹄再发力 砥砺前行谱新篇
要要要访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乔干群

本报通讯员 陆爱华 陈双双 记者 周蓉蓉

8 月 31 日下午袁阳光
明媚袁射阳港口热闹非凡袁
巨大的门机起伏升降袁运
输车往来穿梭袁 数十名县
新闻尧摄影爱好者架起野长
枪短炮冶袁捕捉精彩瞬间袁感受射阳港近年来的发展变化遥

初秋的风袁赶走了盛夏的燥热袁给人带来的是阵阵凉爽遥
摄影爱好者们先后来到射阳港石材产业园尧渔港码头袁火热的
生产现场尧 满载而归的丰收场景让摄影界朋友们感受到射阳
港的无限生机遥

回家乡探亲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尧 原解放军画报总编
室主任骆飞应邀参加采风活动遥采风过程中袁他热心地为摄影
爱好者们讲解拍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尧构图技巧等袁并示
范拍摄了几张照片遥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袁 让爱好者们豁然开
朗袁大家纷纷拿起相机投入忘我的拍摄中遥

野摄影的任务就是用镜头定格社会发展变化袁赞美美好新
生活袁同时记录时代变化袁鼓舞人民前进遥 冶骆飞感慨地说袁要
让摄影发挥更大的作用袁摄影人要肩负起责任袁对每一个镜头
进行认真的思考袁要有新的发现袁用新摄影语言来讲好生活中
的故事袁只有这样才能感染人尧感动人袁才能让大家从每一个
镜头里面感受到一图生千然的魅力遥

据了解袁此次摄影采风活动紧扣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袁探
寻射阳发展冶为主题袁聚焦我县发展新面貌遥 野今天在渔港码
头袁正好赶上渔民收网上岸袁我们拍到了好多满意的照片遥 看
着渔民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袁大家非常高兴遥能够通过我们的
镜头袁将美好的瞬间凝固袁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遥 冶采风活动结
束后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吉东育开心地告诉记者遥

让美好定格成永恒
本报记者 葛静漪 实习记者 吴贵民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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