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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们旭日安置区的
首批居民已基本入住新
房袁房子有无房产证袁如何
办理袁是否需要费用钥 冶

野旭日小区二期工程
建设如何保证房屋的质量和安全钥 冶噎噎

9月 6日上午袁由县政协尧县住建局负责人袁海河镇部分政
协委员尧烈士村 22位村民代表袁海河镇村建中心尧财政所等部
门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海河镇烈士村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协商议
事会上袁村民代表吴其标尧唐于龙就群众关心的问题首先发问遥

野有房产证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袁两证合一袁申报材料由
村收集到镇村建中心审核后统一到县规划中心办理袁小区 132
户目前已办证 102户袁剩余户正在收集核实材料遥 按规定每户
除收取 500元的土地和房屋测绘费用外袁其他不收任何费用浴冶

野房屋质量安全问题上我们落实了五方责任制遥在开槽尧地
基浇筑等关键环节上袁监理公司进行专职监督曰村建中心在钢
材等建筑材料一次性进场后及时抽样送县检测合格后同意使
用曰 所在村民主推荐 2名同志与建筑个人一同上班一同下班袁
全程跟踪监督曰另外村两委干部和县住建局也落实好质监和安
监的相关服务工作遥 冶

县住建局尧 海河镇村建中心负责同志有理有据的情况回
复袁赢得了群众的理解袁大家表示放心遥

近年来袁县政协积极探索政治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
新模式袁深受群众欢迎袁对于解难题尧办实事尧聚人心尧促和谐发
挥出了积极作用遥海河镇按照开发式尧融入式尧共享式的要求在
烈士村尧六份居委会正在积极建设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议事室尧
政协委员活动之家尧社情民意联系点野三位一体冶工作载体袁让
政协委员与基层群众面对面协商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
有效衔接袁在两试点村居完善提高的基础上在全镇面上全面推
广遥

新小区刚成立物业管理袁按什么标准来收物业费钥 危旧房
改造的对象和标准是什么钥小区内的公厕规划什么时候建设到
位钥 噎噎

在当天的协商会上就群众提出的不动产权证办理尧小区物
业管理等方面的 16个问题袁部门单位与群众代表进行了友好尧
广泛尧充分的交流协商遥

“在协商中让群众理解、放心！”
本报通讯员 张东波 王俊杰

近年来袁 我县抢先布局通航
产业袁建成投运华东地区首家 A1
类仪表导航机场袁规划建设 20平
方公里的航空科技城袁 先后落户
中澳航空尧金天九龙尧致远航校等
20多个航空产业项目袁 初步形成
装备制造尧研发检测尧培训交易等
多业态发展格局遥

上图为射阳通用机场全景
图遥

左图为中澳航空公司工人正
在检测飞机遥 吴贵民 摄

编者按：今年 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为礼赞新中国，感受中国人民 70年奋斗历程，增强国
家、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充分展现新时代射阳人良好精神
风貌，引导和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新时代射阳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本报自今天起开辟“壮丽 70年，奋斗新时
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报道”专栏，推出系列
报道，回眸并全方位展示 70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巨变，
敬请关注。

70年袁风雨兼程曰70年袁步伐铿锵遥
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袁全县人民披荆斩棘尧勇毅前行袁

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强县袁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产业体系袁
工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袁 由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形
式多样尧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转变袁正在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铿锵前行遥

去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5亿元袁 连续三年入选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袁 同时也是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噎噎
不断刷新的成绩袁折射着这座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质量遥

转方式尧调结构袁构建野3+3冶现代产业体系
翻开射阳工业野发展史冶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艰苦奋

斗尧开创未来的信念袁是勇于担当尧坚韧实干的气概袁是精益
求精尧追求卓越的风格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我县工业发展曾是野围绕生活办工业尧
围绕农业办工业尧围绕富裕办工业冶袁上世纪 50年代初袁开
办了粮食尧棉花加工几个小厂遥 1958年袁全县办了 35个厂遥
1979年起袁贯彻野改革尧开放尧搞活冶的方针袁县尧乡尧村尧家庭
和联户办厂 15999个袁初步形成纺织尧轻工尧食品尧机械尧电
子尧化工尧建材等主体行业遥
如今袁我县工业主导产业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蜕变袁集聚

发展新能源尧新材料尧航空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袁转型升级
高端纺织尧机械电子尧健康等传统产业袁撑起了工业经济的
野四梁八柱冶遥
好中选优袁新能源产业野风驰电掣冶遥凭借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袁成功落户远景能源尧长风海工尧中车时代新材尧华能
海上风电运维中心等重大产业项目袁 初步形成整机装备制
造尧风机配套生产尧新能源开发尧海上风电工程建设尧运维服
务全产业链竞争优势遥 当前正瞄准世界海上风电第一港目
标袁 高标准建设国际海上风电产业新城和海上风电装备产
业港袁力争形成千亿级产业规模遥
多元发展袁新材料产业野熠熠生辉冶遥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石材产业园一期规划面积 3平方公里袁包含石材市场尧石材
荒料集散尧石材加工尧石材展示尧仓储物流等系列业态袁致力
打造华东地区最大的石材交易中心尧石文化传播中心尧荒料
集散中心遥加快培植以海普润为龙头的膜产业袁大力招引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袁迅速做大规模袁打造膜产业集群遥
从无到有袁航空装备产业野振翅高飞冶遥 近年来袁我县抢

先布局通航产业袁建成投运华东地区首家 A1类仪表导航机
场袁规划建设 20平方公里的航空科技城袁先后落户中澳航
空尧金天九龙尧致远航校等 20多个航空产业项目袁初步形成
装备制造尧研发检测尧培训交易等多业态发展格局遥
从低到高袁高端纺织产业野华丽转身冶遥一方面通过转型

升级实现野重生冶袁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拉长做粗产业
链条袁昔日棉纺大县正向绿色科技纺织强县嬗变遥总投资 60
亿元的题桥高端纺织染整产业园项目尧总投资 15亿元的康
平纳智能工厂等一大批投资强度大尧科技含量高尧产业关联
度强的项目接连落地遥 渊下转二版冤

风劲帆满踏浪行
要要要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报道之产业篇渊上冤

本报记者 范媛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爱东 邹德萍冤9
月 5日下午袁 在第 21届江苏国际服装节纺
织野绿色发展冶论坛上袁江苏省纺织工业协
会袁授予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 野江苏纺织绿
色发展示范区冶称号袁江苏沙印集团射阳印
染有限公司董事长陆玉良被授予野优秀企业
家冶称号遥
近年来袁我县以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为

主要载体袁先后引进康平纳智能印染尧题桥
纺织尧沙印集团等高端纺织染整项目袁不断
加大产业集聚尧技术改造尧装备更新力度袁打
造以天然纤维为特色的绿色纺织品生产基
地袁 争创全国纺织行业节能环保示范园区袁
全面推动高端纺织产业迈向野绿色+智能冶遥
目前袁我县已有四十多个产品被国家纺织工
业纺织产品开发中心评为流行面料袁主流产
品远销欧美尧中东尧俄罗斯尧日韩尧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饰尧轻奢家
纺等行业遥
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经过 11年的探索

和发展袁实现企业从少到多尧产业从弱到强尧
品牌从无到有尧发展从跟随到引领袁走出了
一条具有印染特色的发展之路遥 目前袁园区
拥有规模以上纺织企业 68家袁2018年全区
纺织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 30亿元袁 今年
可达 60 亿元袁2020 年总产值将达 100 亿
元遥该产业园区坚持绿色尧项目为王尧集约集
聚尧完善配套尧优质帮办袁让绿色发展体现在
高品质项目上尧高新化产业上尧高品位平台
上尧高水平服务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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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 通讯员 居欣文冤9月 7日 14院50袁我县创
作演岀的大型历史故事淮剧叶金杯窑白刃曳在央视 11频道野九州大戏台冶
播出遥

叶金杯窑白刃曳由知名剧作家贺寿光历时四年创作完成袁知名导演王
友理执导遥 叶金杯窑白刃曳2014年获盐城市新剧本一等奖后袁又经多方征
求意见袁经过 10次较大修改袁于 2018 年 3月由县淮剧团付排遥 该剧是
反腐题材袁具有现实教育意义遥

该剧先后参加盐城市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袁江苏省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基层院团优秀剧目展演遥 参加第 29届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选袁 主演翟学凡荣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主角奖遥 该剧还荣获盐城市 2019年野五个一工程冶优秀戏剧奖遥

近年来袁我县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袁提出野加快文化强县建设袁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文化冶的战略遥 先后生产了叶良心曳叶小小村官曳叶和顺村上那
些事曳等一批获国家尧省艺术基金资助的优秀淮剧作品遥

《金杯·白刃》在央视播出

9 月 5 日袁 记者来到射阳
港经济开发区辉山乳业采访袁
在干净整洁的车间里袁 身着无
菌服的包装工人正在一条全新
的自动化生产线旁忙着操作设
备袁 将一盒盒牛奶打包装箱发

往上海遥
野我们生产的 ESL乳渊延长货架期的巴氏杀菌乳冤袁通过新型加工技

术和杀菌方式处理袁不仅新鲜而且营养价值高袁赢得了如星巴克等一批
大型奶品终端销售客户的青睐遥 冶公司负责人班世杰向记者介绍道遥 乳
制品行业的产业链环节多尧链条长袁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有可能影响乳
品质量遥 为提升奶产品品质袁该公司新上德国 GEA乳清分离机尧富士
SPY乳品分析仪等高端生产设备袁 确保在加工环节最大程度地锁住牛
奶的新鲜口感遥

原料好才能产品好遥 该公司通过建立自营牧场的方式袁实现从奶牛
挤奶到生产加工的无缝对接遥在班世杰的带领下袁记者走进奶牛养殖牧
场袁两旁栏内的成年奶牛悠闲地吃着饲料袁一些小牛在栏里散步尧休息遥
野这些都是从澳大利亚尧 英国等国进口的纯正的娟姗奶牛和黑白花牛袁
每一头奶牛从出生就有了一个耳标袁这个耳标跟随奶牛一生袁记录它们
的健康情况尧身体指标尧产量情况等遥 我们的专业营养师将根据奶牛生
长状况袁实时调配不同的天然饲料配方袁以满足奶牛需要的营养物质遥
因此袁我们的奶牛产的奶袁蛋白质尧脂肪等都比其他乳业的牛奶高袁其中
蛋白质高出 3.6%要3.8%遥 冶

好产品才有好市场遥 野公司目前拥有 13条生产线袁 奶产品种类多
样尧口味好袁深受市场欢迎遥 今年上半年袁产品市场销售持续向好袁产值
达到了 7400万元遥 冶班世杰告诉记者袁野目前公司正新上一条乐纯生产
线袁主要为北京乐纯和百盛集团提供深加工的奶产品袁市场前景良好遥
在这条生产线的拉动下袁预计下半年公司销售额达到 8000万元遥 冶

辉山乳业

领“鲜”一步做好奶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朱德奎

野请问是射阳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周健同志
吗钥 冶野是的遥 冶

野您于 2016年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袁现
在您与一名白血病患者血液初配成功袁 患者现在情
况比较危急袁您是否愿意捐献钥 冶野我愿意浴 冶

简短的几句对话中袁周健没有一点迟疑遥
9月 6日上午袁县文明办尧公安局和红十字会联

合举行欢送仪式袁 欢送公安辅助人员周健赴宁捐献
造血干细胞袁周健多年前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浴

周健是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一名警务辅助人
员袁主要负责信息采集等业务袁工作中他勇挑重担袁
从无怨言遥

2016年 6月袁射阳遭受特大风灾袭击袁造成多人
伤亡袁周健与同事一起走上了献血车袁不但捐献了热

血袁还主动采集了造血干细胞血样袁加入到中华骨髓
库袁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遥

和他一起的同事回忆说院野当时周健说袁 能用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救人袁 那可是一件既神奇又光荣的
事浴 冶

野他这个人就爱热心帮助别人袁只要是能做的袁
他没有理由不去做遥 冶周边的同事对他高度评价遥

近日袁当周健第一次接到县红十字会电话袁告知
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血型初配成功袁 他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袁并将自己的一些不良嗜好全部戒了袁为捐献
造血干细胞做准备遥

没有什么比救人命更重要浴
当天周健回到家袁一开口和爱人说起此事袁爱人

的心情就跌宕起伏遥 因为爱人季红身怀六甲袁距离预

产期还有一个多月袁正是需要家属照顾的时候遥 为了
打消爱人的顾虑袁 周健说袁 没有什么比救人命更重
要袁造血干细胞一定要捐献遥 当晚他和家人商量照顾
爱人的对策袁让她安心养胎遥

第二天袁周健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袁并表示自己
已准备好了一切袁单位领导和同事也纷纷表示支持袁
称一定做好后勤保障袁确保他顺利捐献进行遥

野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袁我有这个义务袁作为
公安机关辅助工作人员袁我更有这个责任遥 冶周健谈
到捐献眼神十分坚定遥

据了解袁周健如果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袁将是射
阳公安系统的第 1例尧 全县第 10例尧 盐城市第 58
例遥9月 12日袁周健将在家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袁入住南京中大医院袁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
备遥

周健：为生命续航
本报通讯员 徐红丽

戴启明 摄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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