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秆只要利用好秸秆只要利用好 增加收入又环保增加收入又环保

2 综合新闻
▼

20212021年年66月月2121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值班编委 佘庆华 责任编辑 王玉慧 版式设计 蔡文娟

新闻热线：80865301

6 月 26 日 7:30- 13:30
10kV安闸线67号杆东凌垦区3
号分段开关至10kV棉闸线51+
41号杆搭头线线路段；10kV安
垦线51号杆东凌垦区2号分段
开关至10kV对虾场4115/4282
联络开关线路段(10kV安闸线：
九龙村21号、九龙村经济合作
社、县海洋开发管理局、如东荣
康生态农业开发、江苏国信东凌
风力发电、润祥生态农业、东凌
对虾场、周海水产养殖、周兵;
10kV安垦线：樊平、如东新泰水
产品、鸿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分公司、南通润禾饲料有限
公司、江苏润祥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停电检修。
6 月 28 日 7:00- 18:00

10kV兵坎线 0号杆至 10kV兵
坎线16号杆强民村1号分段开
关线路段；10kV盐场线 0号杆
至10kV盐场线33号杆安民村
分段开关线路段 (10kV 兵坎
线：大豫兵房镇公用 10号、南
通滨海东泰纺织、东驰纺织、培
新村 79号；10kV盐场线：大豫
培新村31-2号；）停电检修。

6 月 28 日 7:00- 13:00
10kV兵坎线 0号杆至 10kV大
豫加油站 4087/4405联络开关
线路段；10kV兵西线 0号杆至
10kV兵港村4089/4409联络开

关至 10kV一贯河桥村 4089／
4552联络开关线路段(10kV兵
坎线：大豫安民村138号、大豫
育新村 19-2号、大豫豫新村
449号；10kV兵西线：兵郊村、
江苏豫泉投资开发、南通福囿
莱纺织、南通美凌液化气灶具、
南通中荣水产开发、南通东洋
电光源制造、南通市东太玻璃
器皿、南通美凌液化气灶具、江
苏采恩机械、南通市如桥菜业、
雷恩纺织厂、闸丰村 37-2号、
力诺玻璃器皿、润信机械、豫泉
投资开发）停电检修。

如东供电公司
2021年6月21日

停 电 通 知
(20210606b)

一南一北两个房间分别以粉色和
蓝色为主色调，白色的墙面，整洁的地
砖，温馨的小床，还有崭新的衣橱、书
桌……这是属于欢欢和乐乐（化名）的

“梦想小屋”。“我太开心了，终于有了
自己的房间，再也不用羡慕其他同学
了！”欢欢高兴地说。

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拥有自己的
房间可能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可
是对于欢欢和乐乐（化名）来说，这几
乎就是“梦想”。今年 10岁的欢欢和
乐乐是一对龙凤胎，在他们刚满一周
岁时母亲就抛下了他们，父亲受到刺

激精神异常，无法正常生活。爷爷冯
秋山不仅腿有残疾，还患有膀胱癌，一
家人全部靠着奶奶种六七亩地生活。

“两个孩子从生下来就一直和奶奶挤
在一张床上，我睡的门板，打的地铺，
现在孩子大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但
我确实没有能力。”说起这些，冯秋山
忍不住眼眶红了。“爹亲娘亲不如党和
政府亲，这次政府花了几万块钱帮两
个孩子的房间装潢了一下，真的感激
不尽。”冯秋山激动得有些哽咽。

记者了解到，2020年10月，共青团
江苏省委、江苏省政府扶贫工作办公

室、江苏省青年联合会、江苏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联合推出“梦想改造+”关爱
计划，聚焦全省近万名事实无人抚养青
少年。今年初，关爱“事实孤儿”被写进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为“事实孤儿”建
设5000个梦想小屋也被纳入民生实事
清单。今年3月份，我县积极响应，启动
了“梦想改造+”关爱计划，对全县范围
内6至16周岁事实孤儿的家庭进行走
访，并着手为他们打造“梦想小屋”。

“今年计划建35间，第一批试点的
5间已经完成，第二批 30间目前已经
有15间竣工交付使用，还有15间正在
改造中。”共青团如东县委副书记董然
告诉记者，“梦想改造+”关爱计划得到
了社会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目前改
造完成的20多间梦想小屋都是由他们
捐建，在改造前，他们还逐一走访，详
细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喜好，满足孩子
们的心愿。“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内心都

很自卑，所以在改造时除了要让他们
有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们更希望能
让他们有一份自信，我觉得比起捐钱
捐衣物这件事更加有意义。”领端实业
有限公司创始人季逢春告诉记者。

除了按照省里的“三面改造、六物
到位”的建设标准，即：对顶面、墙面、
地面进行施工改造，配备床、书桌、衣
柜、窗帘、台灯、小书架以外，爱心企业
在改造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对梦想小屋
以外的住房进行了适当修补。董然告
诉记者，未来三年，我县计划建成 100
间梦想小屋，不仅要给困境儿童创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更要在他们心中筑
起一座座爱的城堡。董然还表示，建
好“梦想小屋”只是第一步，后续他们
还将开展一系列关爱活动，从亲情陪
伴、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社会融入等
方面开展长期结对帮扶，从而实现由

“小屋焕新”到“精神焕新”的转变。

近日，南通市烟草公司如东
分公司组织 30多名工作人员无
偿献血。据了解，我县已有 251
人获得“无偿献血奉献奖”的国
家级荣誉。今年截至目前，我县
参与无偿献血近5000人次，献血
量达134万毫升。

全媒体记者 姚陈 贾兆亮 摄

以 爱 筑 家

未来三年我县将建成100间“梦想小屋”
□ 全媒体记者 姚陈 朱南州

保护和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6日上午，在曹埠镇上漫社区门前的广场上，一

张张咨询桌次序摆开，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安全
生产宣传册，以及印有宣传标语的扇子、帽子、布袋和
围裙，广场四周竖起了一排排醒目的展板……虽然
下着淅沥沥的小雨，但咨询桌周围依然挤满了熙熙
攘攘的人群，有的来自社区、有的来自企业，还有一些
过路群众和专门赶过来的附近居民。

这是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在“安全生产月”期间
组织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安全宣传“五进”活
动。今年 6月是全国第 20个“安全生产月”，6月 16
日也是全国第 20个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由
县安委会组织县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
消防大队等16个部门参加。

“我领了很多关于安全生产的宣传册，回去后
好好学习，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上
漫社区网格员张德军领了一大摞宣传资料，他说，
自己学习之后，还要把这些知识带进网格，宣传到
千家万户。南通振瀚家具有限公司是上漫社区一
家从事家具生产、销售的企业，车间主管韩仕荣最
关注的是企业设备的规范操作、安全生产，他仔细
观看展板、索要宣传资料。“这样的宣传咨询能帮助
我们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普及安全生产法律知识，
知晓并了解重大危险源的辨识与伤害预防，避免因
为不懂或疏忽造成损失。”

在宾馆、商场、小区等场所，遭遇电梯安全事故
应该怎么办？急救时刻的心肺复苏怎么做？一旦
发生火灾，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灭火器材如何正确使
用？……广场上，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向来往市
民介绍各类安全知识，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和小
礼品，并为前来咨询的群众现场解答。广场活动结
束后，宣传员们还走进社区居民家中，为他们发放宣传册，普及安全知识。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共制作展板38块，吸引周边380多名群众前来咨
询，发放宣传资料约4800份。今年以来，县安委会全面开展安全宣传“五进”
活动，多次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农村、家庭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帮助群众提
高安全意识，提升安全技能，积极营造人人关注安全、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
社会氛围，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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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拥军遗失道路运输证（苏 FAK048（黄））,编
号：通23328645，声明作废。

共青团如东县委遗失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一份，编号为0025595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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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紧接第一版）追根溯源，主要体
现在思想认识有所淡化、工作组织
有所弱化、问题整改有所虚化、工作
作风有所退化。创城难，守城更难，
对标新版指标体系，对照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大
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陈慧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找
准症结根源，强化责任担当。一
方面摆正心态、端正态度，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另一方面强化
联动协作，加强条与块、条与条、
块与块之间的配合，促进长效管
理工作更加精细化精准化。要充
分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意识。全
面客观准确地审视我县文明城市
长效管理的基础条件、工作进展、
问题不足，认认真真强基础，踏踏
实实抓整改，以更加务实的态度、
更加投入的状态推进长效管理。
要聚焦薄弱环节，全力整改提
升。紧盯问题迅速整改，系统排
查，深挖问题背后的问题，反思在
工作机制、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
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将解决创建问
题与办好民生实事紧密结合，使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过程成为畅通
民意、改善民生、凝聚民心、汇聚
民力的过程，给群众带来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县委常委、副县长许金标主持
会议。副县长蔡东、陆翔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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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以最近一次
来说，5月9日，江苏LNG接收
站自主完成L-1101B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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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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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该项目两座 20
万方液化天然气储罐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计划今年7月投产，
届时，接收站储存能力达到108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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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方面来
看，‘3060’目标的提出，对致力
于发展 LNG产业的洋口港来
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周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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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位于如东县马塘镇七
里镇村工业园区。2021年 5月 12
日，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在我公司检查时发现，我公司将
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油桶转移给无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房茂军从事收
集处置活动，该行为违反了新法修
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南通市
生态环境局责令我公司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不得再将危险废物废油桶
提供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
位或个人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的经营活动，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公司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鑫隆油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晓丽
2021年6月21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我公司位于如东县袁庄镇人
民路。2021年5月7日，南通市如
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我公司
检查时发现，我公司冷冻饮品项
目超标排放废水,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相关规定，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责
令我公司限制生产一个月，立即
改正超标排放废水的违法行为，
确保废水达标排放，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公司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欣晨乳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卫华
2021年6月21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我公司位于如东县马塘镇江桥村。2021年4月28日，
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我公司检查时发现，我
公司通过雨水管网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废水，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南通市生态
环境局责令我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育指导，我公司深刻
认识到环境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就
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环
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意识，若再发生环境
违法行为，自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
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喜织郎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永红
2021年6月21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我厂位于如东县岔河镇龙发
村。2021年4月27日，南通市如东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我厂检查
时发现，我厂私设暗管排放超标织
造废水，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我厂停产
整治，改正私设暗管排放超标织造
废水的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厂深刻认识到环境保
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

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歉，
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如东岔河明宇织造厂

经营者：徐爱明
2021年6月21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我公司位于如东县曹埠镇上
漫社区。2021年 4月 30日，南通
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我
公司检查时发现，我公司超标排
放废水,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我公司限
制生产一个月，立即改正超标排
放废水的违法行为，确保废水达
标排放，并处以罚款。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教
育指导，我公司深刻认识到环境
保护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就本次行为向社会诚挚道
歉，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认真履行环保行政处罚决定；

二、切实提高认识，增强环保
意识，若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自
愿依法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保
护如东生态环境多做贡献。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南通金博亿手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标
2021年6月21日

企业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