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消灭敌人，保护自
己，在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基
本上是两三个战士紧靠在一
起，对付一个日本鬼子。”近日，

河口镇双港村邀请村里两位百
岁老人讲述革命故事，重温峥
嵘岁月，为全村党员干部上了
一堂鲜活的党史课。

百岁老人讲党史
村民身边有了“活教材”

□ 袁嘉翊 吴莎莎 宫向群

—— 2021年5月2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各项
工作扎实开展，如东县在全县上
下广泛营造“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的浓厚氛围，我县

组建党史学习教育县委宣讲团，
采取集中式和点单式相结合的
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专题宣
讲。

如声如色话百年
党史飞燕进万家

□ 汤园园

—— 2021年5月2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 徐书影 贾兆亮 吴瑕

—— 2021年5月31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能源巨轮出坞 “碳”寻绿色未来
5月 28日，中石油江苏LNG接收

站码头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科洛尼
斯”轮正在卸载LNG。作为江苏沿海
第一座LNG接收站，从2011年5月24
日首船接卸以来，该站已累计接卸
LNG船455艘，接卸总量超3760万吨，
外输天然气总量520亿方。

“江苏LNG接收站三期工程即将
投产，洋口港阳光岛天然气年接卸能
力将达到 1000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
国家级能源岛。”县委副书记、洋口港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雷表示，天
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对促进“碳中
和”具有关键意义，洋口港加快能源岛
建设，旨在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作
出更大贡献。

服务长三角绿色发展
从5月17日开始，短短11天里，中

石油江苏LNG接收站已连续执行6船
LNG卸货任务，累计接卸LNG约40万
吨，创下投产10年来接船频次新纪录。

从最初的一个月寥寥数船，到 10
天 3船，再到 11天 6船，10年来，江苏
LNG接收站船舶接卸数不断刷新纪
录。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的是江苏乃
至长三角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坚持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夏季本是天然气消费
的淡季，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年初
大家都以为淡季会更淡，没想到，这段
时间，接收站单日气化外输量达到
3000万方每天，这个数字是往年同期
的2至3倍，已经赶上最繁忙的冬供时
期了。”接收站海事经理陈汝夏告诉记
者，下游市场需求旺盛，接收站开足气

力全力供应。今年以来，该站已累计外
输天然气 39亿方，这些天然气支持了
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天然气供应。

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作为国家
重点能源项目，从建站之初便被寄予厚
望。从区位来看，接收站所在的洋口港
是长三角北翼，是难得的深水良港，这
里地理位置优越，航道条件得天独厚，
接收站居此可辐射全球25个国家和地
区的气源地，能够实现全球最大的
LNG运输船全天候到港；从天然气管
线网来看，接收站连通着西气东输一
线、二线、冀宁联络线和如东至崇明岛
线，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整个华东地区
具有枢纽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接收站
还将连通中俄东线、沿海管道，形成四
通八达的格局。”中石油江苏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忠海说。

“在中石油江苏LNG接收站的龙
头带动下，洋口港大力发展 LNG 产
业，将有利于长三角多元化供给格局
的形成，可以为‘气化江苏’‘气化长三
角’战略提供充足的气源供给，更能满
足国家对地方天然气应急储备至少保
障 3天以上的要求。”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周梁说。

谋求技术领域新突破
作为“自主”建设、运营、管理的大

型LNG接收站，江苏LNG接收站在设
计和施工、储罐建设、设备国产化和维
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大突破，为
国内其他LNG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最近一次来说，5月 9日，江苏
LNG接收站自主完成L-1101B 20寸卸

料臂国内首次解体大修，回装后的卸料臂
连续平稳接卸6船LNG，一举打破了国外
核心技术垄断，实现了国内LNG接收站
20寸卸料臂自主整体大修零的突破。

卸料臂是将LNG从运输船上“卸
货”至接收站存储设施的“通道”，是
LNG接收站的“咽喉”设备。江苏LNG
接收站共安装有4台20寸进口卸料臂，
其中3台液相臂、1台气相臂，是目前世
界上口径最大的卸料臂。“4台卸料臂
连续运行了10年，达到大修年限，必须
进行整臂解体大修。”多年从事设备维
修和国产化研究的检维修中心专业主
任杨林春告诉记者，自主检修计划从两
年前开始筹划部署。其间，检修团队与
中油六建公司一起，精心编制吊装作业
方案和相关专项方案，认真组织专家评
审和风险评估，有效保证了各类方案的
可行性和安全性，同时，在大修所需的
关键配件及耗材等物资准备方面，通过
加强进口配件供货渠道调研，实施国产
化和进口替代策略，有力保障了大修工
作顺利推进。

“未来几天，我们将继续推进 L-
1101A大修后的回装工作。目前，L-
1101A已吊装至海牧16号工程船，计划
于6月初完成回装。”杨林春说，卸料臂
自主检修的关键意义在于打破国外检
修技术垄断，实现接收站安全可控和降
本运行。“受国外疫情影响，法国专家来
不了，如果不能实现自主检修，卸料臂
一旦‘罢工’，影响太大了。”此外，他还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此次自主组织完成卸
料臂L-1101A/B大修，对比国外厂家报

价，可节约现场技术服务费近300万元，
通过实施配件国产化和进口替代，各类
配件的采购费用节约1400多万元。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阳光岛“能源岛”，因能源而生，因

能源而兴。作为能源岛上最大的清洁
能源项目，江苏LNG接收站目前已实
施三期。其中，在建的第三期扩建工
程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加快建设。

在江苏LNG接收站西侧，总投资
52亿元的江苏省液化天然气储运调峰
工程项目正在桩基施工，该项目一期规
划建设3座20万立方的LNG储罐及相
应辅助公用工程设施，预计2023年9月
竣工。此外，协鑫汇东LNG接收站项目
也在加紧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以江
苏LNG三期扩建、江苏省液化天然气储
运调峰工程、协鑫汇东LNG等一批落户
于阳光岛上的能源项目快速推进为代
表，洋口港正全力推进LNG能源岛建
设，以实际行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在碳中和背景下，天然气作为化
石能源向新能源转换的重要桥梁，必
将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发挥重
要作用。而今，洋口港通过瞄准国家
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工作力度，
已具备建设全国最大 LNG能源岛的
条件。“十四五”期间，洋口港将进一步
大力发展冷能利用、天然气发电、装备
制造等LNG下游及配套产业链，力争
在绿色能源综合利用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践行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争
当能源绿色转型典范。

高 质 量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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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予钦 徐书影 朱宇烨 陈斌

浴火“金凤”振翅飞

—— 2021年5月20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在苴镇街道金凤村，矗立着一座
巍峨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纪念碑，76
名烈士长眠于此。这座纪念碑见证着
苏中四分区军民抗日反清乡斗争那段
峥嵘岁月。

抗日战争期间，苴镇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中四分区司令
员陶勇、政委吉洛等指挥下，军民同仇
敌忾，与日伪军展开了整整三年殊死
搏斗，苴镇成为我四分区党政军领导
机关的稳固驻地和反清乡斗争的可靠
后方。苏中四分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共作战 2600余次，毙、伤、
俘日伪军5600余人，缴获枪支2700余
支，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辉煌胜利。

如今，历经抗战浴火洗礼的金凤
村，秉承烈士遗志，赓续红色基因，通
过开荒垦殖、埋青铺生、爽碱熟化、轮
作改造、绿化造林，已由初始的“野草
荡”嬗变为“鱼米之乡”“瓜果之乡”“生
态之乡”，成为国家生态村、全国绿色
产业化示范单位、国家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江苏省文明村、现代农业示范
村、电子商务村，用来时路谱写出一曲
振兴之歌。

作为农业大村，金凤村的“起点”
与众多村居并无二致，以种植水稻、大
麦、小麦为主，经济作物包括棉花、蚕
豆、黄豆、油菜等。直至 1997年秋播，

苴镇政府选择金凤村二组作为大棚西
瓜试点基地，以此来推动全镇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第二年，大棚西瓜亩均
收入 5286.4元，加上后熟播种秋延迟
西瓜，年亩均收入8664元。

高效益催动产业加速发展，至
2005年，金凤村大棚西瓜种植面积达
4500亩，家家户户种西瓜一时成了美
谈。同年，“苴凤”西瓜注册成功，被南
通市农业局确定为无公害产品，后又
获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无公害
农产品证书。至此，“‘苴凤’瓜乡”载

誉驰名。近年来，聪明的金凤人又将
目光转向其他精品水果与苗木产业。
村经济合作社建立了金凤果蔬种植
园，目前，草莓、葡萄、无花果、火龙果、
猕猴桃均实现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
达 500多亩。村里拥有柞榛树、水杉、
女贞、紫薇等数十种名贵树木上万棵。

产业兴旺，村两委的思维也活络
起来。他们抓住互联网机遇，通过开展
培训、搭建销售平台等方式引导农户实
施网络销售，如今全村有 2900多人从
事电子商务及相关工作，全年网上销售

达 600多万元。村党总支书记王月星
告诉记者：“全村有60%的年轻种植户
发展了电商，有效解决了批量上市期销
路不畅的问题，仅这一块就让农民收入
提高50%。”2020年，村营收入达71.6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8万元。

村民“钱袋子”鼓了，“里子”有了，
“面子”自然不能落下。金凤村开始规
划实施“村村通”和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分批逐项落实到位。到目前，该村
已完成25公里村道拓宽，15公里砂石
路硬化，实施农村公路畅通计程 52公
里，实现三相电网络、居民饮用长江水
全覆盖，村内电信线路“五纵五横”走
向，新建住宅用地统一规划，并按照

“生态乡村”设计理念，分别沿南北幸
福河两岸，掘苴河金凤段东岸、陈福河
金凤村西岸、通洋运河金凤段两岸等
河流构筑滨河绿化带，形成以农田为
背景，道路、滨河绿地为框架，网络化、
多元化生态绿地系统。

村党总支书记王月星说：“目前金
凤村已真正实现道路硬质化、河道清澈
化、绿化林网化、垃圾无害化、饮水自来
化、民宅花园化、电话程控化、电视有线
化、交通便利化、购物电商化‘十化’融
合，作为革命老区，金凤村将继承革命
先烈精神，接续奋斗，书写乡村振兴新
画卷，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走 向 我 们 的 小 康 生 活

□ 周雨霁 张凯 丁琴琴

医保服务城市行 温暖异乡就医路

—— 2021年5月19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近日，我县医疗保障局联合上海
如东商会，走进上海开展首次医保服
务“城市行”活动，通过送政策、送健
康、送服务，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服务宗旨。活动现场，县医保局的工
作人员还为在沪的如东人进行异地就
医备案，开展政策咨询交流。为方便
在沪的如东企业职工异地就医，县医
保局还与上海如东商会、如东驻沪企
业就开展集中备案进行签约。

万文是上海如东商会理事会的一
员，常年在上海打拼，如今，年迈的父
母也跟着她搬来了上海。“您好，我想
问一下，我父母是在如东缴纳的医保，

怎样才能在上海这边用？”她问现场的
一名工作人员。“您先填写这张长居异
地就医申请表，备案完成后我们会短
信通知您，到时候您父母就可以持社
保卡在上海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工
作人员一边说，一边递过一份宣传资
料，上面有跨省异地就医的最新政策，
还有图文并茂的“攻略”。

“如果不是家乡医保部门专门过
来宣传，我都不知道还有异地就医这个
政策，以前看病报销经常要两地来回
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久居上海的
如东人吴先生填好申请表，把宣传资料
放进背包内侧，他说自己本来还想打听

看病报销的事情，今天全弄清楚了。
今年以来，我县医保局以党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以“学思践悟”促“知行
合一”，吹响“乡村行、社区行、医院行、
企业行、城市行、机关行”——医保服
务“六行”活动集结号。其中“城市行”
以异地就医集中备案、医保待遇政策
宣传为主要内容，重点开展阶段性赴
外务工人员、本地企业驻外地人员、钟
摆型居住人员的异地就医备案、医保
政策宣传等。集中备案时，注重精简
备案申请材料和减少审批环节，采用
事前承诺、事后监管的方式，减少参保
人因备案而产生的奔波，为在外的如

东人打开异地就医的绿色通道。
我县医保局成立以来，不断优化服

务、改革创新，一直以化解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提高医保基金效率为己任。尤
其是在异地就医方面不断便民减负，参
保人在南通市内可直接刷卡结算，长三
角地区基本实现门诊、住院备案后直接
刷卡结算，长三角地区外实现住院直接
刷卡结算。我县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宏兵表示：“接下来，我们将把‘城市
行’这项惠民活动推广至苏州、南京、无
锡、北京等城市，实现由窗口服务、规范
服务向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转变，打造
人性化、有温度的医保。”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一件件暖心的民生实事项
目、一幅幅精美的手工绘画作品、
一个个设施完善的学习阵地……
5月 26日上午，我县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现场推进会，来自各条战
线的近 200名党员干部进部门、

学校、项目工地、镇区，现场观摩
“学霸”单位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
先进做法，大家边走、边看、边问、
边思考，共同探索党史学习教育
新路径，力促党史学习教育走

“新”更走“心”。

上好行走中的党史“观摩课”
力促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 徐书影 朱海城

—— 2021年5月27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扎实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近日，我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在刘季平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童
心向党，礼赞百年——百名儿童讲
百个红色故事”音频上线仪式。

童声颂党
百名儿童讲百个红色故事

□ 杨丹

—— 2021年6月6日刊于江苏学习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