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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季度以来袁现代高端
纺织产业区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目标袁强化责任担当袁狠抓工

作落实袁 扎实做好招商引资尧项

目推进尧 载体建设等重点工作袁
全面掀起大干四季度尧奋力夺全

年热潮遥
上图为投资 2.5亿元的巨鸿

弹力丝项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

调试遥
左图为江苏九色鹿纺织印

染有限公司工人在加班加点忙
生产遥

彭岭 摄

大干四季度 奋力夺全年

前不久袁一句野秋天
的第一杯奶茶冶作为最新

的网络用语野攻占冶各大

媒体平台的主页袁让奶茶

一度稳居热搜前三甲袁线
下销售更是火爆异常遥入口香甜袁一杯令人野上头冶的奶茶是用什

么做出来的钥 10月 17日上午袁记者带着疑问走进位于射阳港经

济开发区健康产业园的江苏美村食品有限公司遥

野您可以品尝一下袁这是用我们的产品做成的奶茶尧水果茶

等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浴 冶公司副总经理马春跃指着展示台上摆

放的各类饮品介绍道袁野目前袁 公司浓缩汁生产线等各种智能化

生产线已全部安装到位袁 设备也已完成调试袁 正处于试生产阶

段遥 冶
装修一新的展示间内袁各种各样的果酱尧罐头尧珍珠粉圆产

品应有尽有曰摆满大型机械的车间内袁身着统一服饰的工人正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噎噎总投资 5亿元袁 占地面积 105亩的美
村食品是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招引的重点项目之一袁 正式投产后

将专业从事果汁果酱尧果粉尧珍珠粉圆及袋泡茶饮品的研发尧生

产和销售袁项目共有 15条果汁果酱和粉圆生产线袁即将开工建
设的二期工程还有 9条植脂末生产线遥项目全部投产后袁预计年

可实现开票销售 20亿元尧利税 1.2亿元遥
在健康食品产业中袁 消费者的信赖程度决定着市场的销售

份额遥 美村食品正在与浙江大学尧江南大学尧台湾大学等知名大
学通力合作袁已经拥有由 30多名博士尧硕士组成的新品研发团

队和管理运营团队袁致力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尧安全尧营养尧时尚的

饮品遥野成为奶茶行业最大的原料供应商袁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遥
我们将全力做好各类产品的生产销售袁 将企业打造成国内奶茶

行业中最大规模尧 最具影响力的龙头企业袁 让产品覆盖全国各

地袁并努力进军欧美市场浴冶马春跃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遥

与知名大学合作袁打造一线时尚茶饮品牌要要要

美村食品“美美哒”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孙文华

有人说袁爱是野执手相看泪眼袁竟无语凝噎冶曰有

人说袁爱是野金风玉露一相逢袁便胜却人间无数冶曰更
有人说袁爱是野十年生死两茫茫冶噎噎张万帮袁特庸镇

永兴村一位平凡的村民袁 用 24年不离不弃的陪伴袁
诠释对野爱冶的理解袁写就对妻子最深情的告白遥

野你这是何苦呢钥 还不如让我就这么走了浴 我不

想再拖累你袁拖累整个家浴 冶野结婚的时候袁我就答应

了要一辈子对你好袁陪你一辈子袁我绝不会食言浴 冶打
开 24年前的记忆闸门袁回忆如潮水般涌来遥 当时袁张

万帮还是特庸镇水利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袁 妻子蔡秀

萍因计划生育进行野上环术冶袁导致常年出血袁遍访名

医终究徒劳而返袁 只能靠在医务室打止血针缓解病
情遥 后来袁她手脚麻木袁行走困难袁无法自主进食袁甚

至半身不遂遥 日子一天天过去袁见妻子的病情不但没

有好转袁反而更加严重袁张万帮忧心如焚遥 偶然听闻

去上海治疗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袁 他便带着妻子远赴
沪上寻医袁但依旧天不遂人愿遥 野她的脊髓已出现不
可逆的病变浴 冶医生的一纸诊断袁仿佛是压垮妻子的

最后一根野稻草冶遥 面对自己的病症袁看着被掏空的

家尧憔悴的丈夫袁她先后两次选择服毒自杀遥 万幸的
是袁均被张万帮及时发现并送医救治袁于是便出现了

上面的对话遥
光阴如流水袁匆匆不回头遥 这样的承诺袁一说就

是 24年遥 从刚开始妻子还能勉强拄着拐走上一小段

路袁到后来病情加重袁瘫痪在床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袁
洗衣尧煮饭尧翻身尧擦洗袁张万帮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曰
繁忙工作和生活重担需要野一肩挑冶袁张万帮也不曾

想过放弃遥 在滴水成冰的深夜袁为照顾妻子袁他甚至

一夜需要起身 20多次袁野这是我对她的承诺袁我必须

做到遥 冶
照顾妻子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袁 赡养年迈的

母亲尧帮助常年多种疾病缠身的弟弟袁家中需要他出

力的地方袁他从不推辞曰劝导帮助邻居袁给村里发展

出谋划策袁他见微知著袁努力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遥
用张万帮的话说袁野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袁 谁还没个

困难时候袁 帮得上咱就帮一把浴 我妻子这么多年卧

床袁大家对我们家的帮助袁我都在记在心里遥 冶多年

来袁家庭的重担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袁但他依旧乐
观袁还将儿子培养成人才遥 如今袁妻子打消了轻生的

念头袁精神也越来越好曰儿子已经成家立业袁家庭幸

福遥 而他仍旧陪伴着妻子袁利用自己曾经做过教师尧
在水利站服务过的经历参与村委会工作袁 默默发挥

着光和热袁用行动来影响着身边的人遥

张万帮：24年陪伴，写就深情告白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徐彤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野叮冶要要要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袁黄澄澄的鸡蛋黄被

打入透明的高脚杯中袁 姜玉凤二话没说袁 端起酒杯一饮而
尽遥这是她今年新引进的品种要要要生鲜鸡蛋袁一种可以生吃

的鸡蛋遥
野别看这鸡蛋外表跟普通鸡蛋没有明显的区别袁但你看

过养殖生产过程袁就知道它耶与众不同爷了遥 冶10月 16日袁在

位于合德镇的盐城富利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袁 负责人姜玉凤

说起她的鸡蛋滔滔不绝遥
穿上工作服袁经过消毒袁记者来到鸡舍参观通道袁透过

玻璃门往里看袁暗黄的灯光下袁一只只母鸡正专心致志地啄
食饲料曰另一边袁生产的鸡蛋通过运送带缓缓运出袁鸡舍里

还飘荡着悠扬的乐曲遥野这鸡享受的可是星级服务啊浴冶记者
感慨道袁鸡舍很大袁但气味却很小袁环境也十分整洁遥

野我们引进德国耶大荷兰人爷先进设备袁通过电脑全程智

能管控袁实现自动投料尧饮水尧捡蛋尧喷雾尧清粪袁达到最佳养
殖环境袁同时减少鸡蛋与人体及外界的接触袁保证了鸡蛋的
品质遥 冶姜玉凤说袁鸡舍一年四季恒温袁一般保持在 20到 25
度的最适合蛋鸡养殖温度袁 同时通过风机把鸡舍里的氨气

味尧二氧化硫气味全部带到舍外遥每天上尧下午袁鸡舍还要播

放两小时音乐袁 让鸡群保持愉悦心情袁 不容易受到外界干

扰遥
优良的居住环境袁对提高产蛋率尧提升鸡蛋品质都有积

极影响遥但生产一枚高品质的鸡蛋袁还需要科学健康的养殖

标准遥 野我们在养殖过程中绝不使用抗生素尧激素袁饲料原料
全部是东北吉林的玉米袁籽粒饱满尧大小均匀尧干净无霉变尧
蛋白质含量在 15%以上袁豆粕是从中粮集团采购的袁以东北

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成袁水分含量低袁饮用水都是活性还原净
化水遥 冶姜玉凤从工作室拿出原料向记者一一介绍袁野生产这

种生鲜鸡蛋袁需要在蛋鸡养殖过程中补充维生素尧乳酸菌袁
经过第三方严格检测袁不含沙门氏菌尧大肠杆菌袁有一项指
标不合格就不能生食遥 冶

高品质赢得好口碑袁 该公司的鸡蛋不仅销往国内各大

高端生鲜超市袁 还出口到日本尧 丹麦等国家袁 今年已实现

2000多万元销售遥 今年 60岁的姜玉凤并未止步袁她又跟一
家国内知名企业洽谈袁打算合作推出溏心蛋袁并向产品深加

工发展遥
野希望通过你们的宣传袁让更多的人了解耶生态养鸡爷模

式袁不仅拓宽销售渠道袁更重要的是引导更多的人来养鸡致
富袁我将毫无保留地提供技术和市场支持遥 冶姜玉凤十分诚

恳地说遥 现在袁该公司吸收周边 20多名工人袁既有技术工

人袁月薪可以达到万元以上袁也有分拣鸡蛋的熟练工袁一个
月也有 2000元的收入遥 野我在这里工作已经两年了袁平时农

田里有些收益袁再加上这份稳定的收入袁我很满足遥 冶三峡移

民蒋次美对姜玉凤十分感激遥

富利生态养殖公司

鸡蛋可以生吃
本报记者 范媛媛

本报讯 渊记者 王中印冤10月 20日
上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率队赴沪拜访西门

子工业软件渊上海冤有限公司尧立邦投资
有限公司袁就推进项目合作尧实现共赢发

展进行交流遥
唐敬一行来到西门子工业软件 渊上

海冤有限公司袁就西门子风电产业研究院

建设进行深度洽谈遥西门子工业软件渊上

海冤 有限公司是西门子股份公司旗下机

构袁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工厂软件尧系
统与服务提供商袁在能源尧汽车尧医疗等

领域提供完整的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袁
致力于实现野工业 4.0冶愿景遥 唐敬向公司
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射阳区位交通尧 产业

发展尧城市建设尧功能配套等情况遥 他表

示袁 射阳以风电产业为主导的新能源产
业方兴未艾袁 希望西门子公司充分发挥

其技术研发优势袁围绕双方合作契合点袁
务实深入交流袁 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

生根袁实现共赢发展遥西门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袁将大力推动双方合作进程袁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袁 积极支持射阳发展新
能源产业袁 努力为推动射阳高质量发展

贡献西门子力量遥
随后袁唐敬一行拜访了立邦投资有限

公司遥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涂料制造企业
之一袁主要生产包括建筑涂料尧汽车涂料尧
一般工业涂料尧卷钢涂料尧粉末涂料等全

系列产品遥唐敬向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射阳
的投资环境袁 希望新项目尽快落地建设袁
县委县政府将全力支持项目快建设快投
产袁 努力以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袁助

推各类企业在射阳做大做强遥立邦公司负
责人表示袁射阳近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让人
充满信心袁立邦将继续关注射阳袁着手成

立工作专班袁 加快推动与射阳的合作交
流袁力促项目早签约尧早落地遥
副县长徐加晔参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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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漪冤10月

20日下午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
玉率队调研黄沙港渔港小镇建设
工作遥 她强调袁要进一步增强大局

意识尧凝聚工作合力袁紧扣时间节
点持续发力袁高标准打造特色渔港

小镇遥
吴冈玉一行先后来到黄沙港

渔港小镇入口景观尧 渔港风情广
场尧渔港码头尧海鲜大卖场尧现代渔

业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袁实地
察看工作进展情况袁认真听取相关
工作汇报遥

吴冈玉指出袁渔港小镇建设是
我县推进沿海开发的重要抓手袁是

实现镇域尧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支撑遥黄沙港镇和各相关

部门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增
强精品意识尧责任意识袁进一步落

实落细上级要求袁 以昂扬的斗志尧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渔港小镇建设

中去遥
吴冈玉强调袁渔港小镇建设责

任大尧任务重尧时间紧袁各相关条线
要坚守从严尧从细尧从实的工作作

风袁以野钉钉子冶精神抓落实袁进一
步细化时间表尧任务图袁持之以恒尧
毫不松懈地抓好项目建设袁确保渔

港小镇建设各项部署安排落到实
处尧取得实效遥要坚持一线工作法袁

及时协调项目建设过程所需的要素资源和遇到的矛盾问题袁严
格落实好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袁形成工作推进整体合力袁确保高质

量建好各项工程遥 要同步做好环境提升工作袁从小处着眼尧细节

入手袁结合渔港尧渔村尧渔民等文化元素袁全方位展示渔港渔镇渔
业的独特魅力袁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尧获得感遥 要注重安全生

产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尧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之弦袁为项目建设快速推进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袁副县长吴海燕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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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中印冤10月 20日下午袁2020射阳接
轨上海招商说明会在上海举行遥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会议

并致辞遥 100多名客商代表应邀参加活动遥 活动集中签约

24个项目袁计划总投资 54.11亿元遥
唐敬在致辞时说袁射阳位于江苏沿海中部袁是长三角

北翼新兴的海滨工商业城市袁 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历史渊

源和现实联系遥 一直以来袁两地经贸合作密切袁人文交流

广泛遥 现在袁在我县投资的上海企业近百家袁光明集团尧远
景能源尧上海隧道股份尧题桥纺织等都有项目落户射阳袁
嘉定工业区尧 莘庄工业园与我县重点经济园区开展深度

合作袁 射阳也是上海重要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和人
力资源来源地遥 特别是随着盐射高速尧盐沪高铁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的加快建设袁 两地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
短袁射阳野接轨大上海尧融入长三角冶将步入一个历史性的

新阶段遥
唐敬指出袁 射阳有较为厚实的产业基础遥 新能源尧新

材料尧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袁高端纺

织尧机械电子尧健康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袁先后落户
远景能源尧中车时代新材尧天谷数字尧坤宁成泰尧华能智链

等一批旗舰型项目袁 新兴产业产值年增幅保持在 30%以

上袁初步形成绿色高端尧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遥 射阳有较

为便利的交通网络遥 射阳是江苏唯一同时拥有商港渔港

空港的县份袁建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和公用型保税仓库袁
全省首条由地方主导的盐射高速正在加速推进袁 建成后

射阳县城半小时直达盐城南洋机场尧盐城高铁站袁加之今
年底盐通高铁尧沪通铁路互联互通袁射阳将成为野上海一
个半小时经济圈和都市圈冶中发展空间极为广阔的城市遥
射阳有着独特的生态底蕴遥 兼具湿地尧海洋尧森林三大生
态景观袁林木覆盖率江苏省第二袁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10天以上袁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遥立足现有的绿色产业尧
人文历史等资源袁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现代教育尧 现代康

养尧现代文化等城市功能组团袁着力塑造野学在射阳冶野游
在射阳冶的城市名片遥 射阳有较为高效的营商环境遥 学习

借鉴尧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袁持续深化野一窗通

办尧一网通行冶利企便民不见面审批袁全面推行野四即冶渊拿
地即开工尧交房即发证尧交地即发证尧发证即办抵押冤的服

务模式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率超 95%遥当好服务企业野店

小二冶袁助力各位客商在射阳创业成功尧实现梦想袁已成为

全县上下的共识和自觉遥
唐敬代表射阳县委尧县政府诚挚邀请各位客商到射阳

旅游观光尧投资兴业袁分享美好资源袁共创美好未来遥 唐敬

表示袁 热忱欢迎广大海内外有识之士来射阳投资兴业袁共
享射阳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和红利遥

会前袁与会人员参观了射阳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展和非

物质文化项目展遥
会上袁 与会人员观看了射阳特色文艺演出和叶LOVE

射阳曳宣传片遥 立邦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邢荣华袁上海
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尧副院长徐卫袁上海颢晖通用航空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逸帆等客商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遥
县委常委尧射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凌晓东主持会

议袁副县长徐加晔作招商推介遥

2020射阳接轨上海招商说明会在沪举行
唐敬出席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