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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盐城现代高
端纺织产业区的江苏
沙印集团是一家集纺
织尧印染尧服装生产为
一体的规模企业遥 今年
自复产以来袁加班加点
满负荷生产袁全力赶制
南非尧中东地区客户订
单袁实现开票销售 5亿
元遥 图为该公司火热的
生产场景遥

盛诚 摄

大干当前 力夺全年

客运站是城市文
明的重要野窗口冶遥 近
年来袁 县汽车客运站
结合实际袁 将创文工
作贯穿到各个环节袁
加大精神文明宣传力度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袁打造文明驿站袁有
力提升了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遥

暑假是客流高峰期袁旅客排长队购票成了大问题遥为给旅客
创造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袁该站在现有窗口售票尧网点代售票尧
手机 APP购票的基础上袁增设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服
务袁让旅客倍感温馨舒适遥

野每次来射阳都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袁客运站环境整洁尧秩
序井然袁工作人员服务贴心周到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噎噎冶
准备返回南京的游客林海告诉记者袁这是他第三次来射阳袁谈起
对射阳的印象袁他一脸的喜悦遥

在售票大厅袁文明出行尧文明乘车公益广告随处可见遥 在候
车区域袁张贴着禁止吸烟等标语袁随时提醒旅客注意举止文明遥
据了解袁为大力宣传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袁该站充分利用 LED
显示屏尧候车大厅展板尧户外广告和移动互联网平台等袁多形式
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市民文明公约尧公益广告尧文明旅游
倡议书等曰在车站内外显眼处密集设置文明出行等宣传标语袁广
泛宣传文明礼仪知识袁大力营造创文氛围遥

该站坚持在优质服务上下功夫袁不断提升自身野软实力冶袁对
从业人员开展培训袁规范文明用语袁倡导礼貌待人尧规范服务袁耐
心回答旅客询问曰督促站内经营场所亮证经营袁杜绝占道经营曰
在显眼位置设立投诉箱尧标明投诉电话袁要求保洁人员及志愿者
主动保持环境卫生袁确保站内干净整洁遥

野客运站不仅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耶窗口爷袁更是民生幸福
的具体体现遥 冶县汽车客运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袁野我们将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袁对照创建标准找差距袁细化工作目标袁建立
责任清单袁不断推动创文工作走深走实袁为广大旅客营造温馨舒
适尧安全便捷的候乘环境遥 冶

擦亮城市文明“窗口”
本报记者 彭岭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7月 22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唐
敬率队检查防汛尧生猪保供工作时强调袁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袁全
面落实中央尧省市部署要求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袁强化安全保障袁兜牢民生底线袁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遥 县委副书记张鹏程等参加活
动遥

唐敬先后来到位于临海镇的牧原尧博鸿规模化生猪
养殖基地施工现场袁实地查看袁听取汇报袁详细了解工程
建设情况遥 牧原生猪养殖基地占地 1080亩袁项目全部投
产后预计年内出栏商品猪 8万头以上曰博鸿生猪养殖基
地总投资 1.5亿元袁投产后年可提供商品猪约 4.5万头遥
唐敬表示袁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
政治任务袁各相关条线要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委野抓六
保尧促六稳冶部署要求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袁上足人力机械袁安全有序推进规模化生猪养殖基地
建设遥 同时袁要认真借鉴外地先进经验袁加强非洲猪瘟等
重大动物传染疾病防控袁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袁打造省内
一流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基地袁为稳定生猪生产尧保障市
场供应作出更大贡献遥

持续 40多天的梅雨期袁 让县内部分河道水位不断
上涨袁全县上下积极应对尧有效组织尧严密防范袁没有形
成灾情遥 当前袁面临淮河上游泄流量加大的严峻形势袁我
县立足于防大汛尧抢大险尧抗大灾袁在做好沿海尧城市尧内
地防汛工作的同时袁重点重抓苏北灌溉总渠和淮河入海
水道沿线防汛安全遥苏北灌溉总渠射阳境内全长 9.37公
里袁淮河入海水道射阳境内全长 1.1公里袁涉及一镇尧一
农场袁防洪战线长尧防汛压力大遥唐敬一行深入苏北灌溉
总渠六垛闸尧苏北灌溉总渠渊射阳段冤五岸东洞尧淮河入
海水道等地进行现场查看袁仔细询问相关负责人关于人

员值班值守尧 防汛措施落实以及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袁
与坚守一线的防汛人员亲切交谈袁叮嘱他们在防汛期间
注意自身安全袁做到防汛尧防疫野两手抓尧两手硬冶遥

唐敬指出袁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袁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袁各相关条线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
想,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袁清醒认识到当前防汛工作
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袁 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
理袁增强防微杜渐意识袁过细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曰要
严格落实防汛责任袁 实行 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袁密切关注上游水情变化袁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隐患
排查袁筹足备齐防汛物资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袁强化人员
统筹调度袁一旦发生汛情袁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袁确保安
全度汛遥 各镇区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袁守土有责尧守土担
责尧守土尽责袁与相关部门形成强大聚合力袁筑牢防汛安
全堤坝袁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遥

唐敬在检查防汛、生猪保供工作时强调

强化安全保障 兜牢民生底线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稳定

张鹏程参加活动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冤 新签约总投资
30亿元的智能装备产业园尧30亿元的恒远新
材料尧10亿元的科阳 5G精密配件等亿元以
上项目 13个袁 重大项目招引数全县第一曰新
开工七彩国虹无线充电设备尧 朗景液晶屏尧
KLA-100飞机制造尧 华庆保健品等项目 15
个袁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0个曰新竣工天谷通
讯智能产品尧坤宁成泰智能终端制造尧华群智
能装备等项目 9个袁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个曰
一尧二季度连续获评全县项目招商野月月比尧
季季赛冶红旗单位噎噎
年初以来袁 射阳经济开发区围绕创建国

家级高新区目标袁聚焦重大项目袁积极打造电
子信息尧装备制造尧通用航空尧新材料等产业袁
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遥

该区野两委冶主要负责人交替外出招商袁
带队拜访北京尧辽宁尧深圳等地客商遥 坚持招
项目与招资本相结合袁引入市国投尧深圳科技
园尧深圳中桥产业园等外来资本袁参与园区开
发和项目投入遥坚持攻坚重大项目不动摇袁每
两周组织招商过堂会袁 秉持谈不成项目不回
来尧项目不签约不罢休袁全力推进忠旺新材料
产业园尧 爱辉太阳能高效电池尧5G手机大结
构件尧 大型直升机制造等 4个百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遥坚持做强主导产业不动摇袁依托天谷
方舟尧坤宁成泰等龙头企业袁推动强链尧延链尧
补链项目招引袁 确保年内电子信息产业开票
超 50亿元曰抓住华群尧西仪股份等龙头袁推进
产业集群发力袁 力争年内高端装备制造开票
超 20亿元曰加快推进后羿航空尧韩国 KLA-
100尧金翅鸟飞机尧三微飞艇等整机制造和核
心部件项目袁 力争年内通用航空产业规模达
10亿元遥

该区一个项目落实一名代办员袁 签约后
迅速帮办前期手续袁第一时间预报预审袁缩短
办证周期袁保证签约项目快开工遥区主要负责
同志在项目工地设立办公场所和临时宿舍袁
每个项目成立科级干部牵头的野5+1冶驻点服
务班子袁吃住在工地袁服务在一线袁保证客商
诉求第一时间听得到尧看得到尧办得到遥张贴施工进度表尧设备布
局图尧招工计划书袁挂图作战袁每日督查袁推动天谷数字二季度开
票销售 3亿元袁坤宁成泰新增 3条 SMT贴片线遥 逐村下达返乡
人员招工任务袁与县人社部门合作组织 6次线上招聘袁成立劳务
公司与县内外 3家中介机构合作袁新招员工 1200余人遥

野一期项目已经基本完成袁现在的月产量可以达到 100台左
右遥 冶华群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庭生说袁从项目落户之
初袁该区就按照野一个项目一套班子尧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冶的野保
姆式冶服务机制袁制定详细工作计划袁最大限度帮助打通发展中
的野梗阻冶遥面对今年特殊的经济形势袁该区不仅做好契约内的服
务袁更想方设法解决客商合同外的实际需求袁做到扶上马尧送一
程尧做后盾遥用好疫情野政策包冶袁开通小微贷野直通车冶袁新增金融
授信 2亿元袁新增科技贷款 2100万元袁帮助 12家企业申报不动
产补充办证手续袁中小企业账款清偿率达 100%遥 严格兑现招商
政策袁帮助企业拓市场尧找订单袁协助汇宇朗景推广远程会议尧在
线教育智慧屏袁协调华群智能为科阳项目供应 CNC设备遥 坚持
野只有升级版袁没有终极版冶的服务理念袁区野两委冶主要负责同志
每周召开项目协调会袁及时解决项目资金尧用地尧用工问题遥天谷
方舟尧坤宁成泰尧银河连杆等企业主动牵线搭桥袁成功招引七彩
国虹尧汇宇朗景尧佐川钣金部件等一批上下游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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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朱莉 董素印 记者
张学法冤7月 21日上午 9点钟袁总投资 2.1亿元
的射阳县盛建置业有限公司悦珑熙苑项目工
地袁县国土规划尧不动产尧图审尧工程建设等窗口
负责同志向项目方颁发用地规划尧不动产尧土地
使用等证书后袁 大型挖掘机随即开始作业噎噎
至此袁全市首个野拿地即开工冶项目在我县诞生遥
现场组织开工的企业负责人兴奋地说院野我搞了
几十年的企业袁像射阳这样如此神速的审批袁从
来没有见过浴 冶

按照法定程序和以往惯例袁 项目经过备案
后袁即开启审批程序袁节能尧环评尧稳评等多项评
估工作至少需要 20个工作日袁土地从评估到挂
牌公示出让需 30天以上袁用地规划许可尧工程
规划许可尧 施工许可等各项审查工作需 1个月
时间遥 也就是说袁 从项目备案到施工许可证办
结袁正常情况下至少 3个月项目才能开工遥而江
苏博环输送机械有限公司野拿地即开工冶袁工期
整整提前了两个多月遥

繁琐的审批程序被压缩在当日内完成袁达
到如此高的审批效率谈何容易钥 据牵头组织项
目审批工作的县行政审批局审批科科长刘海东
介绍袁 过去的项目审批工作都是在多个不同部
门之间串联进行袁整个审批流程野程式化冶袁上道
手续没完成袁下一道手续根本走不通袁如果遇到
审批人员外出袁则需要更长时间遥野今年袁县行政
审批局充分整合各方审批资源袁 设置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服务综合窗口袁 联合相关部门实行一
窗式服务尧并联式预审尧一次性转正袁推进建设
用地审批和城乡规划许可多审合一改革袁 探索
建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制度袁 逐步将
项目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袁 在项目前期开
展联合会审尧项目备案后开始联合预审尧交地后

集中换证袁为耶拿地即开工爷提供了时间保障冶遥 现场组织颁证
的县行政审批局项目中心主任黄唯娜补充道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盐城市捷鑫仓储有限公司尧江苏三好医疗
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 8家企业正在进行预审程序袁不日
即可实现野拿地即开工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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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江仁彬冤日前袁我县小学尧初中招生工
作意见相继出台遥 按照意见袁7月 20日袁我县开始启动初中
招生工作袁小学招生工作将于 8月 1日启动遥 对照以往袁今
年我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稳中有变遥

今年我县义务教育阶段袁 公办学校招生原则仍然按施
教区免试尧免费尧就近入学袁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一个
公办学位遥县城热点公办学校空余学位电脑派位录取遥民办
学校招生原则仍然是公开报名尧电脑派位尧执行计划尧免试
入学遥

与往年相比袁有所不同的是袁原来规定野民办学校报名
人数超过计划数的袁计划数的 50%电脑派位产生冶袁今年更
改为野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的袁计划数 100%电脑
派位产生冶遥 另外袁由于今年新城小学建成招生袁大兴小学撤
并停止招生遥 在认真调研尧听证的基础上袁我县对县港城实
验小学施教区进行调整袁对新城小学施教区进行了划分尧确
定遥 为保证学校施教区划分与调整的公平公正袁7月 17日袁
我县举行县新城小学施教区确定和县港城实验小学施教区
调整工作听证会袁详细介绍两所学校的基本情况尧学区划分
的原则及该方案形成的过程袁 与会的听证代表对拟定的划
片招生范围各抒己见遥

我县义务教育阶段
招生意见出台

7月 22日上午袁 位于洋马镇的天佑农产品购销
公司里一派繁忙袁胎菊尧枸杞等原材料经过分类尧烘
干尧加工尧包装袁被打包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遥 野目前袁日
均发单量超 10000单袁 包装工人需要加班加点才能
完成订单遥 冶公司负责人杨明明告诉记者袁受疫情影
响袁很多产品销售受到冲击袁销量有所降低袁但是花
草茶销售逆流而上遥

当前袁消费者对健康食品有了新的需求袁花草茶
成了野香饽饽冶遥 在包装车间内袁工人们将花草茶分装
进包装瓶内袁封装尧贴订单标签遥 杨明明介绍说院野今
年 3 月到 6月袁我们已实现销售 1500 万元袁超前完

成全年销售目标袁同比增长 300%遥 预计全年可销售
本地产菊花尧大麦茶尧玫瑰花干货 500吨遥 冶

三年前袁该公司引进电商人才组建运营团队袁在
平台开设天猫尧京东有禾旗舰店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
争遥 产品历经三年的不断升级优化袁该公司在电商领
域取得新突破袁 目前在天猫平台同类商家中排名列
第 48位遥

据介绍袁公司在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的过程中袁坚
持原产地采购袁不断升级分类烘干工艺袁确保产品品
质遥 同时袁根据电商平台销售大数据袁分析消费者购
物习惯袁开辟多元化的杭白菊朵花尧杭白菊胎菊尧大
麦茶等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茶产品遥

网上销售袁品牌信誉尧消费者评价和售后服务尤
为重要遥 野未来袁我们将在品牌打造尧售后服务等方面
下功夫袁 不断提升产品在网络平台的影响力尧 吸引
力遥 我相信我们生产的各类茶产品有实力与全国同
类别产品一争高下遥 冶杨明明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胸有
成竹遥

天佑公司畅游“电商红海”
本报记者 成杰 通讯员 冯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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