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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日前袁 记者来到位于千秋镇的江苏嘉荣纺
织有限公司袁厂区内袁工人们正在对几辆满载服
装成品的大卡车进行清点遥走进生产车间袁一派
紧张有序的生产场景映入眼帘袁 各式智能化设
备高速运转袁工人们或专心操作机器袁或忙着搬
运打包好的成品服装遥

野工人们正在打包的这批货物即将发往国
外袁截至 4 月底袁公司产值已经突破 5000 万元遥
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 8月底袁8条流水线都在
满负荷生产袁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制订单遥 冶公司
生产负责人冯如青向记者介绍道遥

该公司是一家服装外贸加工企业袁 总投资
1.09 亿元袁主要生产轻薄型羽绒服袁产品销往美
国尧英国尧加拿大尧日本等国家遥为有效提升国外
市场份额袁 该公司先后与南京东沛国际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以及欧美 TJX尧UMBRO, 日本优衣
库尧 伊腾忠等世界著名品牌服装公司建立良好
合作关系遥

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今年以来的销售
额与去年同期相比稍低袁但我们积极转型袁努力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袁 新上了防护服生产
线袁生产形势不断转好袁目前已完成 20 万件防
护服出口遥 冶冯如青告诉记者袁凭借过硬的产品
质量袁该公司的产品供应量相对稳定袁合作商一
直维持着常态合作遥

作为服装外贸加工企业袁 有好设备尧 好技
术尧好材料才能在市场站稳脚跟遥 野一直以来袁我
们不断加大技改扩能力度袁 专门成立样品设计
制作中心袁通过应用 CAD 软件技术袁提高设计
效率尧优化设计方案尧加强设计标准化袁产品受
到海外顾客的青睐遥 冶提及今后的发展规划袁冯
如青表示袁 目前公司 80%的产品出口国外袁20%
的产品在国内销售袁 今后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
产品结构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袁保证产品销路遥

嘉荣纺织

轻薄型羽绒服俏销海外
本报记者 葛静漪

大干二季度 冲刺野双过半冶

位于合德镇的盐城视远真
空设备项目总投资 2.2亿元袁用
地面积 60亩袁新建厂房尧研发楼
等建筑面积 3.5万平方米袁主要
从事真空镀膜机等设备制造及
配件生产尧销售尧维修袁采用国际
先进技术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
力遥 该项目预计今年 11月份竣
工投产袁 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
2.5亿元尧利税 2500万元遥 图为
项目忙碌的建设场景遥

吴贵民 摄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5月 20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唐敬在
四明镇调研时强调袁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指示要求袁按照做好野六保冶工作尧落实野六稳冶任务
要求袁紧盯项目不松劲袁紧扣民生不动摇袁坚定不移抓落实袁克
难攻坚抓进度袁主动作为袁加压奋进袁以踏石留印尧抓铁留痕的
劲头推动工作落实袁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在四明镇袁唐敬来到凯禾纺织项目现场袁认真听取项目情
况以及该镇招商引资尧项目推进工作汇报遥 他指出袁项目是拉
动镇域经济发展的野牛鼻子冶遥 四明镇要进一步增强振兴发展
的责任感尧紧迫感袁对照招商引资项目推进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
活动任务要求袁 不遗余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 确保项目早签
约尧早落地尧早建设尧早见效遥同时袁加强镇区合作袁提升招商实
效袁服务发展大局遥 镇领导班子要带头深入项目建设一线袁亲
力亲为袁排忧解难袁全面掀起项目建设热潮袁推动四明加快发
展遥

在建华农业园袁唐敬走进蔬菜大棚袁与相关负责同志交流
当前农业发展形势遥 唐敬指出袁四明镇作为农业资源大镇袁农
业发展基础较好袁要想方设法把农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袁坚
持调优农业产业结构袁放大农业特色产业优势袁加强农业品牌
化建设袁致力增强园区支撑力袁着力提升新型主体推动力袁全
力打造现代农业野升级版冶袁全面推进农民增收致富遥 唐敬要
求袁进一步强化生猪保供工作袁细化分解任务袁落实优惠政策袁
做好配套服务袁大力提升生猪产能袁坚持防疫生产两手抓袁确
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袁切实保障生猪稳定供应遥

填平补齐民生短板袁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尧幸福感是党委
政府的重要工作职责遥唐敬先后来到通洋幼儿园尧新塘集中居
住点尧里下河洼地治理项目施工现场尧四明镇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等地袁实地察看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袁听取相关工作汇报遥 他
强调袁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走进基层尧走到
群众身边袁全心全意做好民生工作袁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遥 有序推进幼儿园建设袁 在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的同
时袁严格把关教学场地尧教学设备等设施质量袁切实保障学生
安全遥 要从紧从快推进农房改善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袁把政策
宣传到位尧方案解读全面袁提高建设和管理水平袁统筹做好社
会治理尧产业发展尧富民增收等各项工作袁将农房改善工程建
成百姓信赖的良心工程遥建好用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袁按照时
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袁建成后要强化管理尧充分利用袁全面发
挥其在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尧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袁推动形成向上
向善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遥

唐敬还实地察看里下河洼地治理项目施工现场袁 详细了
解该镇当前防汛防旱工作遥他强调袁要立足防大汛尧抗大旱尧抢
大险尧救大灾袁聚焦薄弱环节尧突出重点部位袁抓紧整改防汛隐
患袁加快水利工程建设袁保证度汛安全遥

唐敬在四明镇调研时强调

凝心聚力促发展 真情服务惠民生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楠
王荣 记者 成杰冤1-4 月
份袁 黄沙港镇新签约项目 6
个 袁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
个曰 新开工亿元以下项目 2
个曰 新竣工亿元以上项目尧
亿元以下项目各一个曰新跟
踪拜访企业 49 家曰 邀请来
镇考察任务数 13家袁已邀请
14 家袁基本完成设定的时序
目标任务遥

自全县招商引资项目推
进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动
员大会召开后袁黄沙港镇聚
焦主导产业抓招商尧突出重
点项目抓推进尧紧扣园区功
能抓提升袁打造优质野吸金冶
镇域环境遥

聚焦产业转型袁 实施精
准招商遥 该镇大力招引生态
造纸尧水产品加工等传统产
业项目袁做精做细传统产业
生产链条袁 增加产品附加
值遥 同时袁重推新型材料尧设
备制造等新型产业招引工
作袁 不断丰富产业结构袁力
争二季度再新跟踪亿元以
上项目 15 个袁 新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4个遥

突出重点项目袁 加快项
目建设遥 为推进签约项目快
开工袁该镇项目服务人员直
接挂钩服务项目袁及时解决
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袁努
力推动扬子胜达特种纸尧胜
鹏机械亿元以上签约项目
尽快开工袁服务正在办理施
工许可证的胜鹏机械项目
尽早开工遥 另一方面袁加快
推动开工项目早达产袁按照
一个重点项目一个服务组的要求袁 全面强化服
务袁积极推进在建项目进度袁确保磊磊电气尧胜
鹏机械尧优和博高模聚乙烯尧亿斯特等镇重点项
目年底前竣工达产遥

紧扣功能优化袁建强园区载体遥 该镇重点突
出高新材料园建设袁完善水电尧绿化尧亮化尧道路
及雨污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袁全面加快优和博尧
亿斯特园区项目建设袁 提升新材料园基础设施
水平袁努力实现年内将高新材料园区打造成 4A
级园区升格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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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明月冤5月 20日下午袁全县野有事好商量冶协
商议事室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临海镇科创园协商议事室召开遥 县政
协主席邱德兵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在听取各镇区政协联络委负责人相关情况汇报后袁 邱德兵要
求袁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袁把握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内涵要求遥 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委和上级政协对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
要求上来袁聚焦聚力野有事好商量冶基层协商议事室建设袁为基层协
商民主建设注入持久野生命力冶袁真正让野有事好商量冶协商民主射
阳品牌叫得响尧立得住尧推得开遥工作要求要再提高袁进一步提升基
层协商议事活动组织水平遥 协商定位要力求野准冶袁重点把准野一个
目标冶尧野两个前提冶尧野三个定位冶曰协商选题要力求野精冶袁注重从小
处着手尧大处着眼曰协商形式要力求野活冶袁可采取野现场+会场冶野线
上+线下冶等各种形式曰文化要力求野浓冶袁按照野六有冶要求袁进行对
标找差曰协商成果要力求野实冶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袁尽可能现场协
商解决遥队伍建设要再加强袁进一步推动基层协商议事活动提质增
效遥要充分发挥县政协主席会议和专委会督导作用袁提高协商建言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曰充分发挥召集人引领作用袁进一步提高召集人
统筹谋划尧组织协调尧协商议事能力曰充分发挥政协委员骨干作用袁
提高委员在协商活动中组织调研尧引导话题尧解疑释惑尧建言献策
的水平曰充分发挥人才智库的辅助作用袁切实增强协商靶向性和建
言含金量遥组织保障要再聚力袁进一步汇聚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强大
合力遥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袁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工作各阶
段尧全过程曰要加强目标考核管理袁重点考核领导重视尧阵地建设尧
活动组织尧协商成效四个方面内容曰要完善工作联动机制袁更好地
为基层协商活动提供及时畅通的指导服务曰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袁
让更多群众关注尧参与尧支持协商活动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临海镇八大居委会协商议事室尧临海
镇科创园协商议事室遥

全县“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室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邱德兵主持并讲话

旧墙穿上了新 野外
衣冶袁文明卫生宣传标语
随处可见袁 楼道内墙粉
刷一新袁 车辆停放整整
齐齐噎噎 野住了十几年
的老小区在环境整治

后袁感觉就像新小区遥 冶5月 18日袁记者在双龙社区采访时袁社区居
民发出这样的感叹遥

野以前袁楼宇前后的空地上每天垃圾遍地袁得不到及时清理曰车
辆随意停放袁车主经常为停车发生争执曰楼梯旁的墙壁上全是耶牛
皮癣爷袁金属栏杆锈迹斑斑噎噎冶最近袁社区居民张女士惊喜地发
现袁经过近一个月的环境整治袁小区彻底大变样遥野现在小区里增加
了崭新的垃圾箱袁原来时常散发异味的垃圾得到及时清理曰楼道墙
壁上的耶牛皮癣爷全部被铲除袁粉刷得干干净净袁锈迹斑斑的栏杆刷
上了漆袁住宅楼前的公共区域增划了停车位噎噎冶

据悉袁在野创文冶活动中袁双龙社区积极组织人员对辖内的环境
进行彻底清理袁对楼道尧居民广场尧健身步道等进行野地毯式冶排查
和整治曰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整治过的区域进行全天候清扫保洁袁
及时清除暴露垃圾和杂物遥截至目前袁社区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树
木 30余棵袁新增停车位 30个袁下水管道被完全疏通噎噎

野讲文明尧树新风袁建设美好家园是所有居民的共同心愿遥 冶双
龙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下一步袁 该社区将继续加大日常巡查力
度袁建立常态化机制袁扎实推进环境卫生整治袁为居民营造一个干
净尧舒适的居住环境遥

小区旧貌换“新颜”
本报记者 彭岭

野全县机关作风建设暨耶执行力提升年爷动员大会召
开后袁我镇党委第一时间组织召开耶提高执行力袁奋勇争
作为爷动员会议袁深入剖析耶庸尧懒尧散尧弱尧推尧拖尧浮爷等
七种恶习的根源袁根治耶三心二意爷不良现象袁全面推进
耶比学赶超爷袁督促全体党员干部做到心中有责尧履职尽
责尧高效作为袁在全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遥 冶日前袁
就贯彻落实全县机关作风建设暨野执行力提升年冶动员
会议精神袁长荡镇党委书记高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高山说袁长荡镇将按照县委尧县政府的部署要求袁进
一步抬高作风建设标杆袁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袁以踏石
留印尧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袁把提升执行力落实在行动
上尧体现在业绩上袁大力整治作风建设突出问题袁促进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遥 高山表示袁为进一步加
强作风效能建设尧提升执行力袁该镇将从三个方面入手遥

一是雷厉风行袁立说立行遥 立足快节奏推动工作尧高
效率开展工作袁真正在落实上比精神尧拼速度尧见高低袁
切实做到定下的工作抓紧实施尧 部署的工作一抓到底尧
承担的工作确保成效遥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袁切实克服
得过且过心态袁进一步明确责任尧细化责任尧落实责任袁
清单式管理重点工作袁做到野年初建账尧季度对账尧半年
查账尧年底交账冶袁不折不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遥

二是比学赶超袁提标达标遥 集中开展野比学赶超冶活
动袁学习借鉴标杆单位和先进单位的经验做法袁及时整
改自身在发展思路尧工作作风尧服务效能尧进取精神尧群
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和差距袁做到扬长补短尧跨越
赶超遥 通过比学习尧比干劲袁比作为尧比奉献袁比着干尧赛
着上袁努力使人人成为标兵尧人人赶超标兵袁推动各项工
作争创一流遥

三是督查督促袁习惯争先遥 及时发现尧整治野梗阻冶环
节袁加大监督问责力度袁有效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的
贯彻落实袁坚决做到野失责必问袁问责必严冶遥 对落实不
力尧贻误发展的单位和部门袁镇党委将对主要负责人尧相
关责任人进行岗位调整袁对造成重大损失的追究相应责
任袁真正让埋头苦干尧能抓落实的人有机会袁让耍滑溜
奸尧不干工作的人没舞台袁倒逼形成野人人能干事尧人人
干成事冶的争先氛围遥

雷厉风行抓落实 比学赶超争进位
要要要访长荡镇党委书记高山

本报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魏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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