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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袁 难的是长期坚持做好事遥
蒋恒山袁射阳烟草公司一名员工袁20多年如一日袁热心

行善袁坚持做好事遥

1993年, 初中毕业的蒋垣山不甘守着几亩农田谋

生袁决心学习汽车驾驶技术遥进入驾校后袁他十分珍惜来

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认真学习汽车构造原理及维修知
识的同时袁积极创造上车训练和拆卸装配机会袁努力让

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遥 经过半年时间学习袁他如愿以偿

获得汽车驾驶 B证袁后又通过考试拿到 A1尧A2证照遥
机会总是会给有准备的人遥 1995年春袁蒋恒山被县

粮食局所属洋马油化厂招用遥农家孩子不怕苦尧肯听话袁
很快袁 勤奋踏实的蒋恒山赢得了厂领导及职工的好评袁
原本开大货车的他不久便开起厂里唯一的小轿车袁还多
次被厂里表彰为野优秀职工冶野先进个人冶遥

人生不易袁好事多磨遥 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洋马

油化厂于 2000年 4月破产袁蒋恒山与妻子同时下岗遥为

了一家人的生计袁他只能给别人开大货车袁没日没夜地
奔波在路上遥

2001年 9月袁 县烟草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货车

驾驶员袁蒋恒山报名应聘被录用袁被分配在海河批发部袁

负责给辖区经营户送烟遥 2002年 8月袁他被选调进公司

办公室做驾驶员遥
从农村青年到县属企业职工袁从下岗职工到国有企

业员工袁蒋恒山十分感恩这个时代袁也从内心萌生尽力

回报社会的想法遥
父母仍生活在老家小闸口袁蒋恒山每隔十天八日就

要回去看望一趟遥 以前村里道路没有硬化袁雨浇车行使

得路面坑坑洼洼袁他每次回去都要拿上铁锹忙半天遥 乡

邻们见此好心劝说院野你平时又不在家住袁 这路能走多
少袁何必劳神费劲钥 冶他总是笑着回答院野我出点力袁为的

是让乡亲们有条好路走遥 冶
平时袁蒋恒山出车在外袁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袁总是主

动伸出援助之手遥 一次袁他车经江都时发现路上一辆面
包车引擎起火袁别的车辆见此越过离开袁他却豪不犹豫

紧急停车袁拿上灭火器冲了上去袁及时将火扑灭遥
蒋恒山热心公益事业袁先后多次捐款资助贫困学生

就读遥 2017年秋袁在去资助一随祖母生活孤儿时袁细心
的蒋恒山发现她家窗户缺玻璃袁当即测量尺寸袁回来后

便到街上划好玻璃袁第二天一早又专程赶到她家装上遥
有心献爱袁无所不在遥 2004年春袁蒋恒山上街办事

接触到无偿献血袁觉得这是一件救治他人尧快乐自己的

好事遥也就从那年起袁他坚持每年献血两次袁现献血量已
达 3000多毫升遥
多年来袁蒋恒山坚持定期打扫楼道踏步及周边卫生

环境袁常常弄得物业保洁阿姨感到不好意思遥 搬入百盛

花苑小区后袁他发现楼下绿化带苗枯株少袁便自购近百

株枇杷尧红叶石楠等树苗和草坪种子袁进行补植补种袁如

今这里成了小区一道靓丽风景遥
去年 11月 26日夜袁 百盛花苑小区一丁姓人家袁因

电热水袋破裂引燃床上棉被和席梦思袁直接危胁着整幢

楼近 40户住户的安全遥恰逢蒋恒山下班路过袁闻到刺鼻

的异味袁 一抬头发现 4楼窗户火焰裹着黑烟在向外喷袁
当即跑回家抱起自备的灭火器袁冲上 4楼敲门遥 进入房
间袁蒋恒山透过烟雾找准着火点袁掯下灭火器按纽遥 此

时袁发现火情的邻居尧物业值班人员赶过来帮忙袁当消防

车接到报警赶到时袁室内大火已被扑灭遥
今年 3月 14日袁 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向蒋垣山颁发

3000元慰问金遥 面对这份意外的野奖金冶袁他决定将其分

包成 6个红包袁自己又拿出 2000元购置油尧米等生活物

资袁分发到发鸿社区 6户困难居民手上噎噎

热心行善恒久远
要要要 记县烟草公司职工蒋恒山

本报通讯员 郭开国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盐城科

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笔记本电脑尧手机尧个人消费类电

子等 3C行业电子产品尧 医疗器械尧
汽车电子等精密配件生产的企业袁从

日本尧意大利引进生产设备袁产品精

度达依0.02mm袁良品率 98%以上袁远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袁是苹果尧华为 3C
精密金属结构件直接供应商遥截至目
前袁 该公司生产订单已排到 2021年

底袁预计年可实现开票销售 10亿元尧
利税 1亿元遥图为该公司忙碌的生产
场景遥

吴贵民 摄

10月 11日下午袁在位于野江苏省最具人气集散地冶野中国药材

之乡冶要要要洋马镇的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内袁红旗招展袁大红

灯笼高高悬挂袁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袁赏菊游客络绎不绝遥
野我们运用短日照技术让菊花提前一个月绽放袁同时把这些菊

花与自然生长的菊花交错栽植袁 以实现菊花的交替开放来延长花

期袁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入园观赏袁增加旅游收入遥 冶鹤乡菊海产业园

总经理丁凤清告诉记者袁今年袁该园区还推出食养坊尧网红美食游

乐嘉年华等特色项目袁有效丰富了园区旅游业态袁不仅让游客既有
得看又有得玩袁而且提升了鹤乡菊海的旅游档次遥

花期延长袁业态增加袁让鹤乡菊海成为游客打卡胜地遥 野今年袁
仅十一黄金周期间袁园区就吸引游客 16万人袁实现销售收入超过

200万元袁预计到年底袁接待的游客人数将超过 60万遥下一步袁我们

将持续推进园区文旅融合发展袁提升文化层次袁吸引更多旅客前来

旅游消费遥 冶丁凤清表示袁近年来袁鹤乡菊海先后成功举办洋马菊花

节尧射阳菊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活动袁有力地带动了园区发展袁成为
我县展示形象的靓丽名片尧发展健康产业的优势平台遥

一朵朵菊花不仅带来了美的风景袁也释放出强大的富民能量遥
野在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辐射带动下袁仅洋马镇贺东村就先

后成立 13家菊花加工企业尧11家电商销售公司袁 目前年销售额近

2.5亿元遥 冶丁凤清指着不远处正在忙碌的一群工人说袁野为做好做

优景区景点布置袁我们吸收周边几十名村民参与景区日常建设尧维

护工作袁让田间地头的农民变身产业工人袁切实增强他们的致富能

力遥 冶

鹤乡菊海产业园

生态游拓宽富民路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朱月明 冯小雨

10 月 12 日上午袁记
者来到位于盐城市现代高

端纺织产业区的江苏裕鸿
化纤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

设现场采访袁偌大的车间
里一排排纺织机械整齐排列袁工人们正忙着调试设备遥 野48条纺丝
生产线尧14条加弹生产线及 100台套配套设备都已进场安装调试袁
预计月底就可以投入试运行遥 冶项目总经理华建平介绍道遥

据了解袁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袁用地面积 80 亩袁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袁建成后将专业从事中高端弹力丝面料生产加工及销售遥

野公司主打产品涤锦复合丝具有吸水透气尧干爽舒适尧去污能力强尧
抗菌卫生等特点袁其吸水能力是普通棉类织物的 20倍袁寿命是普通
棉类织物的 20倍遥 由这种复合丝生产出来的超细纤维毛巾有极强
的清洁功能和防水透气效果袁广受消费者喜爱袁因此拥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遥 冶项目副总经理赵跃军告诉记者遥
为确保产品品质袁该公司从前期筹备阶段就极为注重生产技术

方案遥 野在项目产品生产技术方案的选用上袁我们遵循耶技术上先进
可行袁经济上合理有利袁综合利用资源爷的原则袁采用先进的集散型

控制系统袁由计算机统一控制整个加弹生产线的各项工艺参数袁使
产品质量稳定在高水平上袁同时还降低了物料的消耗遥 冶华建平告

诉记者袁该项目的生产工艺设计满足了规模化生产要求袁注重生产
工艺的总体设计袁使工艺布局采用最佳物流模式尧最有效的仓储模
式尧最短的物流过程尧最便捷的物资流向遥

野在抓紧调试设备的同时袁我们严把材料质量关袁对前期进场的

原材料安排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袁合格后才投入使用遥 11月设备
调试全部完成后袁我们将立刻开足马力生产袁争取明年完成产值 3
亿元遥 冶华建平信心满怀地说遥

裕鸿弹力丝

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张爱东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10月 13日袁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娄勤俭率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袁到我县检查土

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遥 他强调袁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袁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为契机袁切实做好土壤风险管控

和修复工作袁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省委常委尧常务
副省长樊金龙袁省委常委尧省委秘书长郭元强袁省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尧党组副书记李小敏袁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蒙
蒙袁市委书记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源袁市长曹路宝等参加遥县

委书记唐敬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
晓春陪同并汇报有关情况遥

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我国规范防治土壤污染的专门法律袁
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遥今年 8月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来我省检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遥 为推动土壤污染防治
法的贯彻执行袁落实好栗战书委员长的检查要求袁省人大常委

会进一步加强了执法检查遥
在我县袁检查组听取盐城市和我县近年来土壤改良尧土壤

污染防治等情况介绍袁 了解土壤污染防治法执行情况遥 我县

地处里下河下游袁 全县土壤分盐土和水稻土两个大类尧26个

土种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土壤治理和改良袁我县的水稻生产

和中药材种植已成为富民的重要产业遥 检查组来到洋马镇菊
花种植基地袁 实地察看土壤改良给中药材种植等带来的发展

变化遥 当地针对土壤碱性大尧盐分高的状况袁通过改善排灌条
件尧实施水旱轮作尧河道长效保洁等措施袁持续压降土壤盐碱
成分袁综合运用互联网尧物联网技术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尧建立

动态监控平台袁实现了土壤改良尧产业发展尧农民增收遥 娄勤
俭充分肯定了盐城市和我县围绕土壤治理改良所付出的艰苦

努力遥 他说袁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袁直接关系人民
生命健康和粮食安全袁对江苏来说袁土壤质量更关系野三农冶工

作大局袁关系能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遥 娄勤俭指出袁
相较于大气和水体污染袁土壤污染更不容易被发觉和重视袁往
往形成历史遗留问题遥 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袁 进一步加大土

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力度袁有效切断各类污染源袁推进土壤污染
防治法落实落细袁真正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尧住得安心遥

娄勤俭在执法检查中强调袁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与大气尧水等污染防治协同联动袁抓好

各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整改袁 坚决兑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庄严承诺袁 加快建设美丽江苏遥 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

查袁确保土壤污染防治法通过施行见到实效遥要着眼野十四五冶
发展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袁积极推动我省相关条例早日
出台袁加快实现土壤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娄勤俭在我县检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强调

加强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樊金龙郭元强李小敏戴源曹路宝参加 唐敬吴冈玉季晓春汇报情况

大干四季度 奋力夺全年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彭岭冤10月 13日上午袁省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尧党组副书
记李小敏率队来我县调研优

化营商环境立法工作遥省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陈蒙蒙袁市人大

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尧党组副书

记张礼祥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尧党组副书记倪峰袁副市长

蒋巍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乐

超等陪同调研遥 县委书记唐

敬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袁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等

参加活动遥
在赴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实地察看远景能源射阳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等地袁并听取相

关情况汇报后袁 李小敏指出袁
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袁在更高水平上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要保证袁也是健全政
府管理体系袁推进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条件遥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
述和重要讲话精神袁全面落实
中央和省部署要求袁结合省情

实际袁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做
法和经验袁拓展社会公众参与

度袁加快推进立法进程遥 要坚

持市场化尧法治化尧国际化原

则袁 积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袁
坚持整体设计和基层探索袁强
化问题导向袁以更大便利市场

环境尧更优政务服务尧更加公
平法治环境尧更强创新发展引

力袁 不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袁
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

展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遥

今年以来袁面对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袁
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委决策部署袁全面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袁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袁全力做好野六

稳冶野六保冶工作袁全方位打造
实力射阳袁总体呈现野变中行

稳尧稳中求进尧进中向好冶的发
展态势遥 截至目前袁全县地区

生产总值尧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尧规上工业增加值尧固定资

产投资尧 全口径开票销售尧外
贸进出口总额等主要经济指

标逐月向好尧 增幅居全市前
列袁注册外资到账连续三年实

现野半年完成全年任务冶袁连续

四年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县尧营商环境百强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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