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新建年出栏 6 万头生
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已基本完成袁
根据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的要求袁现将拟
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二次公示遥

一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新建年出栏 6 万头生
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
见射阳县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中的项目公示袁链
接为院http://www.syaepi.org.cn/epi/bst/遥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公众需到射阳县黄沙港
镇东方村 4组进行查阅遥

二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设项目所在地

2.5km范围内的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组织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可按照如下格

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袁请
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院
http://www.syaepi.org.cn/epi/bst/20200723/
009_b7f72ee9-4c85-43e8-a3c5-9acc1433b5d6.htm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袁请反馈给建设单

位遥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电子邮件渊qinfei68@126.
com冤或通过邮寄信函渊联系地址院射阳县黄沙港镇
东方村 4 组袁 联系人院 秦总袁 联系电话 院0515 -
82235980冤的方式发表意见遥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注明
发表日期尧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袁以便根据需要反
馈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遥
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3日至 8月 5日遥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23日

盐城鹏飞农牧有限公司
新建年出栏 6万头生猪
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本报讯渊通讯员 黄永峰 记者 周蓉蓉冤为进一步健
全水生态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袁 推动水
生态环境保护走上法制化尧规范化轨道袁长效提升河湖治理
与管护水平袁日前袁经县人民检察院尧县河长制办公室共同
研究袁决定设立检察院驻河长办检察官工作站遥

该工作站的设立旨在通过野检察+河长制冶工作模式袁实
现检察院与河长办野信息共享尧联合督办尧宣传引导尧共同治
理冶的目标袁开辟水生态治理修复新路径袁构建水生态损害
预防新秩序袁共同提升水生态环境袁促进水资源保护袁全力
建设野水清河畅尧岸绿景美尧人水和谐冶水生态系统袁为全县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遥 工
作站将依托这一联合协作机制袁 充分履行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尧检察监督的职能袁进一步落实涉水领域野两法衔接冶工作
长效机制袁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对接遥 同时袁还将
积极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袁 督促各职能部门准确履行河湖保
护监管职责袁共同提升执法尧司法规范化建设袁推动河湖生
态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我县设立检察院驻
河长办检察官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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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袁走进黄沙港镇袁乡村道路整洁干净袁新型社
区粉墙黛瓦袁渔都花园柳绿花红袁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极具田
园诗意的美丽画卷遥 近年来袁该镇充分发挥沿海资源优势袁
因地制宜聚焦产业升级袁全力以赴谋求乡村振兴袁创新举措
狠抓项目发展袁求真务实促进提质增效袁全力打造江苏沿海
乡村旅游新坐标遥

该镇以绿色尧生态尧高效为追求袁推进三农经济再上新
台阶遥 以 G228沿线高效农业经济带建设为抓手袁引导农户
土地向种养大户尧集体农场流转袁提升农业种养规模化尧现
代化水平遥去年下半年以来袁新增规模流转土地 4000亩袁年
新增收益 1500多万元遥该镇洋河社区居委会利用闲置鱼塘
和边角废地 230亩袁组建绿艺农场袁从事农作物种植尧对虾
养殖以及农产品经营销售遥该农场组建一年来袁集体创收近
30万元袁还带动周边群众积极实施产业转型遥
该镇洋中村充分发挥紧靠 G228高等级公路的区位优

势和毗邻鹤乡菊海的旅游资源优势袁 依托流转的 1100土
地袁大力兴办农业观光尧休闲娱乐旅游产业项目袁成功招引
上海客商投资 1800万美元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遥该项目以

绿色尧环保尧健康为主题袁规划建设野一轴两翼十区冶遥 一轴袁
即以中心河为载体袁打造水绿休闲生态主轴曰两翼十区袁即
以中心河为界袁将园区分为南北两翼袁其中北翼为水产养殖
区尧风情名宿度假区袁南翼为果蔬种植采摘体验区尧田园文
化展示区尧服务中心区尧停车区遥目前袁北翼 500亩马来西亚
草虾大棚养殖基地已经建成投产袁 成品虾主要供应上海市
场袁年收益 1000万元左右曰在南翼新建的占地面积近 200
亩的荷花池袁观赏台尧栈桥尧凉亭尧垂钓中心已经建成袁优质
藕种已入池袁将于年内对游客开放曰同时袁正在实施的占地
面积近 300亩稻田养虾尧养鸭尧养鹅生态养殖项目袁水稻长
势喜人袁龙虾苗已投放袁苗鸭尧苗鹅已经订购遥生态养殖项目
将坚持整个生产流程不使用农药尧不施化学肥料袁打造绿色
品牌袁建设绿色产品生产基地遥
土地流转实施规模化经营的成功范例袁 激发大批城乡

居民的创业激情遥该镇东方村实施土地流转袁推行规模化种
植袁村集体年收益增加至 150多万元袁建成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袁村集体 10多年来不欠一分钱外债遥 海丰社区居民张必
军流转土地 700多亩袁组建张氏家庭农场袁生产的无公害果

蔬供应苏南市场袁产销两旺袁年收益均达 100多万元遥
该镇坚持港镇一体袁协调推进袁加快城乡统筹步伐袁城

乡面貌显著改观遥按照市县放大特色尧抬高标杆尧找准定位袁
建设沿海特色小镇的要求袁近期投入 320万元袁聘请高层次
设计团队袁编制完成野1+3冶规划体系袁即集镇总规尧渔港特色
小镇规划尧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袁形成野一心尧三廊尧四轴尧
八区尧多节点冶的核心布局遥坚持野规划一张图尧建设一盘棋冶
的原则袁明确野渔港先行袁全域推进冶的发展路径袁投入近
2000万元袁新建野四好冶农村道路 10公里尧桥梁 5座曰投入
300多万元袁完成集镇区绿化补植和黄沙河大桥尧利民河大
桥的亮化工程曰投入 200万元袁提高集镇交通管理水平袁安
装红绿灯一组尧违停球监控 12个袁建设停车场 4个遥 同时袁
加快推进农房改善袁 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袁 按照
野搬建同步袁补购分开冶的原则袁全力推进危旧农房拆除改善
工作遥全镇计划拆除 410户袁截至目前袁已签协议 401户尧拆
除 311户袁其中货币安置 160户尧进城安置 14户尧进新型农
村社区 125户曰已建成东港尧洋中尧海星三个居民集中居住
示范点袁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尧满意度尧幸福指数大幅提升遥

大美渔都展新姿
要要要黄沙港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纪实

本报通讯员 王荣

本报讯渊通讯员 郁超 记者 王明月冤年初以来袁县
总工会坚持把职工技能素质提升作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尧职工创业就业竞争力尧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抓
手袁着力在技术技能培训尧岗位练兵比武尧名师帮带提高等
方面下功夫袁 全县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有了明显
提高遥

加强产业工人培训遥 县总工会继续实施省总工会产业
工人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项目袁 与南通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深度对接袁深入盐城高纺区多次实地调研袁确定纺织染整
产业 13 个培训科目袁每个科目 16 个课时袁专家送教上门袁
累计为园区 20多家企业的 1500名职工进行培训袁职工的技
能素质和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提高袁 为继续实施好产业工人
产教融合项目积累了经验遥

开展岗位练兵比武遥 县总工会以野当好主人翁袁建功新
时代冶为竞赛主题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尧具有时代特征的劳
动竞赛和技能比武活动曰紧紧围绕全县野1120冶工程袁聚焦高
端纺织尧机械电子尧航空装备等传统和新兴产业袁开展比创
新尧比安全尧比环保尧创优质精品工程野四比一创冶劳动竞赛袁
参赛职工 3000多人次曰 组织优秀选手参加省市县组织的食
品安全尧护理技能尧税收征管尧动物免疫等职业技能竞赛袁有
20多人取得了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遥

实施名师带徒工程遥 近年来袁 县总工会注重在纺织服
装尧建设安装等技术含量相对不高的传统产业袁积极引导推
行野名师带徒冶活动袁通过带薪学徒增加师傅津贴等办法促
进职工职业技能提升遥 同时袁积极培育选树一批野创新能手冶
野金牌工人冶野首席技师冶野创新示范岗冶野创新型班组冶袁 在全
县职工队伍中营造野比学赶超冶氛围遥

县总工会

提升职工技能“捣实槌”薛国举是一名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袁 也是一名普通的共
产党员遥从 1994年进入陈洋法
律服务所袁他就在 20多平方米
的一间简陋平房里辛勤耕耘了
26个春秋遥 20多年来袁经他承
办代理的各类案件有 800 多
件袁 每起案件的成功办理都得
到了当事人交口称赞遥 作为陈
洋法律服务所主任袁 他本人多
次受到省市县司法部门的嘉
奖袁羸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遥

笔者走进陈洋法律服务
所袁 只见四面墙壁上悬挂着受
助者赠送的一面面锦旗尧 市县
授予的一块块铜牌和一张张荣
誉证书遥野我能在基层法律服务
这片沃土中扎了根袁 赢得上级
司法部门的肯定和社会的赞
誉袁 是因为我服务的主要对象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袁 为这群人
提供法律援助袁 竭诚为他们服
务袁 是我当初走进法律服务所
的初心和使命遥冶薛国举动情地
说袁

2013年袁村民蒋兆富在国
外打工时在工地上摔成重伤袁
用人单位为逃避赔偿责任袁隐
匿了足以证实蒋兆富与其存在
劳动关系的所有证明材料遥 没
有劳动关系方面的佐证材料则
无法打官司获得赔偿袁 这件事
像石头一样重重地压在失去劳

动能力的蒋兆富心里遥 回国后袁他的家人经人介绍找到
薛国遥 薛国举二话不说袁当即决定为蒋兆富提供无偿法
律援助遥 他先后五次到海安南通中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袁与其负责人一次次交涉的同时袁薛国举细心
观察公司的每个角落袁不放过任何能证明蒋兆富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的蛛丝马迹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薛国举终
于在一处墙壁公布栏上看到了公司打工资给蒋兆富的
会计名字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劳动关系证据遥 他在公
司询问了十几位与蒋兆富一块打工的工人袁获得了重要
的人证曰到射阳县公安局查询蒋兆富被该公司派出打工
的出入境记录噎噎经过薛国举几年明查暗访袁搜集到该
公司与蒋兆富存在劳动关系的 17份证据材料袁 并形成
了证据链袁由于证据确凿充分袁在法庭上被法官采信袁法
官当庭宣判蒋兆富与中智公司存在雇佣劳动关系袁蒋兆
富获赔 23万元遥 此官司因此被省司法厅评为法律援助
优秀案例遥

2016年袁薛国举已年过花甲正式退休袁上级司法机
关殷切地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发挥余热袁他本人也想在有
生之年为更多的人提供法律援助遥 于是袁 他退休不退
野责冶袁 继续在陈洋法律服务所履行名义上的主任职责遥
在退休这几年里袁他援助办理了 30多起案件袁帮助一个
个受助者打赢了官司遥

2019年 8月 19日袁 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薛国举为
一黄老太赡养案提供法律援助遥 因该案久拖未决袁赡养
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袁 老人吃住在不是亲生的大儿子
家袁因其他三个子女在外地打工又不愿赡养老人袁大儿
媳遂将老人逐出家门遥 薛国举了解到老人吃住面临问题
后袁心急如焚袁立即与街坊邻居联系在陈洋街租了一间
房屋让老人暂住遥 安顿好老人后袁薛国举到城西派出所
调取老人四个子女信息资料袁查询联系方式袁一一打电
话与老人的四个子女沟通袁动之以情尧晓之以理袁苦口婆
心地劝说袁四个子女对老人赡养问题仍然无动于衷遥 于
是袁薛国举于 2019年 11月 26日向县人民法院开发区人
民法庭提起诉讼袁 代为老人与其四个子女对簿公堂袁经
过法庭调解袁四个子女最终与老人达成了赡养协议遥

薛国举在为弱势群众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同时袁还
为 8家企事业单位和村居担任法律顾问袁常年提供法律
咨询和服务遥 不仅如此袁他在退休后还主动与射阳经济
开发区内陈南初级中学尧陈洋小学等学校联系袁担任法
制副校长袁定期为青少年学生开设法制讲座袁宣讲国家
的法律法规遥 在退休后几年里袁他先后在企业尧村居和学
校进行法制宣传 15场次袁为企业尧个人义务解答法律咨
询 350多人次袁为企事业单位尧个人挽回和避免了经济
损失共计 200多万元遥

一桩桩尧一件件法律援助案件袁见证了薛国举精湛
而专业的法律素养袁 义务为企业和学生进行法制宣传袁
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援助袁诠释了一名老共产党员
的初心本色遥 野老骥伏枥袁志在千里冶遥他说袁虽然退休了袁
但作为一名野省优秀法律工作者冶尧市野法律服务先进工
作者冶袁职责还未完全尽到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应负的
责任和义务永无野退休冶之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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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明镇的梦之园菇业有
限公司主要生产平菇尧香菇等食用
菌菇袁日出菇量可达 3吨袁产品销
往上海尧浙江等地遥

上图为技术人员查看菌种发
育情况遥

左图为农民在保温箱内制作
食用菌原料遥

盛诚 韩玉 摄

渊上接一版冤
新能源产业以远景能源为依托袁围绕核心零部件尧

科技研发尧安装运维等领域袁重点推进远景二期尧华能
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尧中车时代新材二期尧艾尔姆风
电叶片尧采埃孚齿轮箱等关键项目建设袁同步招引产业
链尧供应链关联配套企业曰

健康产业以多业态为方向袁重点拓展生物科技尧营
养保健尧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袁加快推进益海循环经济
项目建设曰

高端纺织以题桥纺织尧康平纳智能工厂为龙头袁重
点推动海汇服饰尧菲利克斯毛纺建成投产袁跟踪推进行
业领军企业袁推动产业向前后道延伸噎噎

发挥龙头企业产业化发展的野火车头冶作用袁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袁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遥上半年全县新能源
产业实现开票销售 40.33亿元袁同比增长 6.77%曰健康
产业实现开票销售 66.86亿元袁同比增长 16.7%遥新兴
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36.6%遥

以专业园区为载体
谋篇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去年 11月 29日开工袁今年 4月 23日与远景能源
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 EN161首套叶片成功下线袁上半
年生产叶片 120套噎噎8个月时间袁 中车株洲时代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不断抢占风电叶片
科技创新制高点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袁持续引领行业
前进方向袁续写大型化尧轻量化风电叶片领域自主品牌
新野传奇冶遥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海上风电基础及海洋工程装备
的大型企业袁 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着力实
施产品智造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袁迅速提升产业能级遥
日前袁该公司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的典范袁接受央视专访
并播报遥

2017年 5月开工建设袁2018 年 4月建成投产袁当
年实现产值 40亿元袁入库税收超 1亿元袁今年订单已
经排到明年 6月份袁 射阳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断
书写发展新篇章噎噎

先后落户远景智慧能源尧长风海工装备尧中车时代
新材等一批风电行业领军企业袁引进远景大数据中心尧
华能海上风电工程装备中心尧华能野云智链冶等一批重
大产业协作平台袁初步形成了资源开发尧装备制造尧互

联网+智慧能源的全产业体系袁 产业产值两年实现翻
番袁去年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围绕
建设国际海上风电产业新城袁坚持项目线状布点尧园区
块状布局尧产业集群发展袁精心打造一城野风冶景遥同时袁
放大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成功获批国家级一类开放口
岸尧 公用型保税仓库等机遇优势袁 深化与丹麦曲博伦
港尧格雷诺港的战略合作袁加快推进港海商务广场尧物
联网小镇尧风电大件码头以及路网尧管网等功能配套建
设袁致力打造全球第一风电产业母港遥

野我们现在目前生产订单已经排到 10月份遥 冶位于
射阳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的江苏天谷数字信
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袁 工作人员正在自动
化的生产线上加班加点袁 赶制一批为华为公司配套的
电子产品袁力争在月底前按时交货遥天谷数字目前拥有
无线充电行业 30多项技术产权袁生产的太赫兹安检仪
已获得国家工信部认证和民航总局 A级认证袁产品在
深圳的机场尧地铁尧皇岗口岸等地已经应用遥近年来袁我
县聚力整合资源优势袁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园能级提升袁
一大批投资体量大尧产业质态好尧产品附加值高的电子
信息企业纷至沓来遥

野我们在招引电子信息产业项目时袁坚持投资强度
和科技度耶两个高标准爷袁以亩平投入 600 万元尧税收
20万元作为准入门槛袁主要招引 5G通信尧3C电子尧机
器人等高精尖项目袁致力打造高端园区遥 冶射阳经济开
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负责人说袁今年袁在原有 34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和 3.8万平方米智创中心的基础上袁该
园区全面启动 16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袁保证园区新
上项目均建设智能车间尧采用智能化设备遥

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进一步放大省绿色发展示范
区引领效应袁重点推进题桥产业园尧康平纳产业园尧中
欧产业园建设袁加快推动海汇纺织尧助野袜业尧铃兰纺
织等项目投产达效袁确保创成市级工业园遥射阳高新技
术创业园充分发挥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虹吸效应袁做
特探伤机械尧汽车零配件等特色产业袁积极争创国家级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遥 同步推进兴桥台资
工业园尧 盘湾韩资工业园建设袁 积极招引外资项目入
驻袁提升园区外向化水平遥

产业园区逐步完善袁不断扩充着产业发展版图袁助
推更多发展变量阔步产业新征程遥

产业提升袁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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