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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和咸菜”，可能好多宝应人听
不懂，小时候我老家的人都这么叫。我
七岁才到宝应县城，宝应人叫“蒸咸菜”，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蒸”字，便问太太（我
奶奶），太太告诉我，这种菜必须是正月
里煮制并晒干，过了正月便没有那个味
了，所以叫“正”咸菜。我一直以为是正
月里的那个“正”字。

老太说的话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老太说咸肉要在腊月里腌才有腊香，果
不其然。现在人借助冰箱，什么季节都
能腌咸肉，但味已不是那个味了。老太
讲究的就是“那个味”。

再说“和咸菜”。正月后，开了春，腌
的咸菜就变酸了，再做成“和咸菜”，就不

好吃了。前两天得闲，将腌的大咸菜从
腌缸中捞起，分了十小份，用食品袋分开
包装放入冰箱，要吃时就拿一份，方便。
剩余的全烀了。

不要以为烀熟晒干就成“和咸菜”
了。用老太的话说，这才哪儿到哪儿
啊。接下来，你要用坛子将菜干装起来，
坛口要用荷叶密封保存，置于阴凉干燥
处，好让它第二次发酵。真正的“和咸
菜”是绛红色的，泡出来的水跟酱油一
样。

老太告诉我，你要得到“那个味”，你
得用心。

我一直把老太说过的话记在心里。
我也一直在寻找老太说的“那个味”。

和咸菜
□ 王洋 沁园春·贺年

□ 管国银

共度新年，喜气洋洋，瑞气绵
绵。看四海五湖，张灯结彩；千家万
户，挂画贴联。城镇欢腾，乡村喧闹，
一片祥和景象妍。全华夏，享小康岁
月，幸福无边。

民安国泰欣然，皆缘党功勋大过
天。喜拼经抗疫，行行获胜；兴科振
武，样样当先。舰母飘洋，天宫翔宇，
高铁飞驰直向前。续奋斗，创辉煌业
绩，再傲大千。

过年，年夜饭最重要。家里大厨前几
天跌坏了腰，很严重，年夜饭我弄。这段时
间，外交内政、杀伐决断都由我。掌权后，
膨胀了一会儿，但也知道责任重大。

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年夜饭，接着是下
来几个月的伙食安排。未来的事未来再
说，年夜饭先弄好。

做年夜饭，大约五天前我
就在折腾。双肩包一背，有点
像四处觅食的灰喜鹊。对我
来说，做年夜饭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深知前任大厨的不易。
我无路可退，躺在床上都在思
考。

做年夜饭，我做到以下几
点。

第一，笨鸟先飞，巧用外
力。自己原来就是好逸恶劳
的货色，过去，除了吃，什么刷
子都没有。当其时也，定要找
些讨巧的方法。比如，蚕豆、
毛豆等，买剥好的、处理好的，
拿钱换时间；去超市，买加工

好的叉烧肉、上等牛肉等，好吃又好办，拿
钱换技术；买各种调料包，做平时不会做的
菜，去装13。我今天做了个麻婆豆腐，家人
居然一致点赞，纷纷问我怎么做的，我笑而
不答，声称是自创，竟然一点都不觉得脸
红。反正这个世界都时兴说假话，也不多
我一个。

第二，一定要有仪式感。比如说，平时
弄个松花蛋，临时加点什么调味。年夜饭
就要讲究了，用碟子把切好的块块摆摆造
型，然后用小碗，麻油倒点，香醋倒点，辣椒
切点方丁，糖放点，搅拌均匀浇上。

第三，要略带花里胡哨。我熬的杂烩，
食材胡乱添加，企图造成一种视觉上的震
撼：鸡汤、排骨汤混合，加山药、莴苣、胡萝
卜、白萝卜、土豆、香菇、木耳、咸肉、鱼圆、
蛋饺、鹌鹑蛋、肉皮甚至还有西洋参等。快
熬好时，我尝了一下，总感觉还差一点什
么，偷偷加了一小勺鸡精。大家吃了后纷
纷赞赏。其实我心情很复杂呢，他奶奶的，
是不是就这一小勺鸡精让我获赞呢？

第四，要投其所好。家人喜欢吃什么，
你没点数吗？

今晚我做的年夜饭连汤八样。摆盘不
错，荤素搭配不错。至于口味，大家一致点
赞，听了开心。但我觉得：赞扬的话，也许
是真话，也许是礼貌，也许是鼓励。一定要
分析，不分析，就是个呆瓜、昏君。用我老
家的一句话，麻里木子的，还自以为自己很
厉害呢。

年夜饭
□ 赵宏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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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一家住在千年古镇上，青砖小瓦的老宅子，低
矮、局促、破落，尽显百年沧桑。五十多年过去了，旧时
的记忆依然清晰、甜蜜。

记得童年时，大年初一，我们兄妹几个虽有一两件新
衣服，却没有与第一大节匹配的美食。我们嘴噘得能挂
上油瓶。父母抚摸着我们的头愧疚地安慰道：“今天将就
将就，明天就有好吃的了。”好吧。那压岁钱呢？想多了，
那些年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的父母奋力挣工分，勉强养活一天天长大如狼似虎的三
儿一女。真的难为他们了，不谈别的，谋个饱腹，难啊！

于是，外婆家就成了我们兄妹迫不及待想去的地
方。每到大年初二，一家六口，风雨无阻，兴高采烈急切
登上轮船，前往六十多里之外的外婆家，一是拜大年，二
是打牙祭，还有“热乎乎”的红包等着我们拿。外公是镇
上数一数二的名厨，谁家奢办红白喜事，约到外公掌勺，
方算妥妥的安排。跨进腊月，外公能一天几跑菜场，精
心采买年货。外婆家也不算富裕，平日里也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但疼起孙辈来毫不手软，大有把菜市场全搬
回家的架势。

硕壮的毛猪头两个，一手一个，外公哼唧哼唧拎弯
了腰。到家先是烫后是刮再是镊毛，耗时一整天，把两
只毛嘟嘟的猪头打理得粉白娇嫩。插朵鲜花其上，活脱
标致的猪新娘。花椒、八角做伴，腌个十天起卤，挂在雨
淋不到的屋檐下，任由风吹日晒，不久猪脸变色桃红，像
极喝高老酒的猪郎倌。年前炖一只，生姜、小葱、高度酒
倾情加盟，煤炭炉上猛火笃文火煲，少许香气四窜。解
刀装盘，有孩子一旁咽着口水不离不弃欣赏外公的刀
艺，外公懂的，顺手挑一块上好的塞到他的嘴中，小馋猫
抹着油嘴蹦蹦跳跳跑开玩去了。

与孩子等身的草鱼两尾，鸡公四只，腌！对咸味的
酷爱，大人孩子一如既往从未改变过。这些，虽不是主
打菜，但摆冷碟既方便又快捷，还是上乘的下酒菜。老
母鸡两只，猪蹄爪要买好几副，肚肺两套，大肠两刀……
凡此，视情只增不减。起早带晚连续作战，外公的老腰
累得直不起来，外婆、舅舅十分不忍，偷闲施以援手，确
保不误节点。

腊月二十八夜起，煤炭炉子二十四小时熊熊燃烧，
煨好这个煨那个，歇人不歇炉。烂熟后，分门别类，大头
盆盛装，一溜排在通风的条桌上，蔚为壮观，一大家子泼
吃到闹元宵保定无虞。点刀烧百叶、慈姑五花肉，各备
满满一脸盆；老母鸡汤百搭，打底烧杂烩，人见人爱，餐
桌上尊居C位。它们是家常菜也是永恒的主菜。蔬菜
若干。芋头丁儿汤必需的，吉利菜，吃了遇贵人。

大早，起床的人络绎不绝，人丁兴旺生物钟不一
也。排队洗漱过后，美好的一天从“皮包水”开头。外婆
外公袖套、围裙武装以待。肚肺汤，大肠汤，蹄爪汤任
选，也可兼选，喜欢就行。加个荷包蛋，扯几根粉丝，吱
一声，大可满足。青蒜花儿，调味的极品，必不可缺。外
婆三指并拢轻轻啄起，天女散花般往热腾腾的碗里一抖
撒，筷尖上下翻飞几下，入肚沁透五脏六腑。春卷算不
上大菜，但肩负压轴的使命。外婆家的菜谱上，贵菜从
未缺席过。为的是我们啊，在远离城镇的乡下，此“君”
可望而不可即。那时没反季节蔬菜，馅儿只有菠菜和豆
沙，足够了！菠菜馅儿主打菠菜，与咸肉粒、猪油渣密切
携手，堪称神仙配。“小心，烫嘴！”舅母吆喝着端上了金
灿灿脆酥的春卷。春卷闪亮登场，孩儿们眼睛泛绿，起
立撸袖，弃筷动爪，咬着嚼着呼着，打嘴都不肯丢。两大
盘顷刻风卷“馋”云，孩儿们这才拍拍滚圆的小肚打着饱
嗝去放炮仗。

忙碌了一天的外公外婆，每到这时，终于可以屁股
挨到板凳喘口大气了。叼支烟，笑嘻嘻，眯着眼瞅瞅你
看看他，满腔的怜爱。

酒足饭饱，母辈们负责拾掇。锅碗瓢盆各归原位，
方桌、凳子一律靠边，泥土地面扫得瓦亮瓦亮。收稻时
精挑细选出来的几捆干草靠墙站立候场已久。解开，厚
厚铺平垫底。为防不安分的稻草四溢，委屈张张长凳倒
下，四脚朝外围成“方池”。两条方正柔软的蒲席，从橱
底请出，直接铺在上面；晒得崩干的三条被子远远一撂，
地铺立就。我们像发现了“新大陆”，蹬掉鞋子，一跃而
上，又是翻筋斗，又是竖蜻蜓，又是哈胳肢窝。大的带着
小的玩，主动俯下身躯，让小的当马骑。欢声笑语不绝
于耳，赛过任何一家娱乐场。宽敞的地铺本来为大人定
制的，我们这些孩子却兴奋不已，不肯撤退，“鸠占鹊巢”
的闹剧诞生了。疯得不可开交，必有“惊喜”，各家的大
人心中有数。几枚尿将级外甥，要大显身手啦。嘻嘻，
睡梦中，众尿手不约而同一通酣畅，蒲席都快漂浮起
来。晨曦中，尿香盈堂，叹为观止。此情此景，父亲张口
即来：“外甥尿舅家，舅母生带把。”亲们哄堂大笑，齐叭
叭山呼：“上红包！上红包！上红包！”外婆皱巴巴的脸
灿若鲜花，放下手中的活，没打盹，小脚颠颠地奔向大姑
爷，秒上！那一年舅舅新婚，此鸽（子）金贵。

……
时过境迁，云卷云舒。“丰衣足食”过去可是奢望，现

如今小菜一碟。然而，外婆家那年味，那地铺，那蒲席、
稻草的芬芳，永驻我心！

外婆家那年味
□ 孙明峰

年供，顾名思义就是过年期间敬供祖
先和神仙的供品及其风俗。又一个农历新
年就要来临，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少不
了也在准备年供的供品。看着身边人们忙
年的匆忙身影，不禁想起以前老家年供的
许多事情。

老家的年供很讲究，不仅供品丰富，而
且时间拉得较长，从“过冬（冬至节）”开始
到“龙抬头（二月初二）”结束，前后两个多
月时间内要举行多次年供仪式，正是这些
丰富多彩的年供活动，把“过冬”“送灶”“三
十晚上（农历除夕）”“大年初一（正月初
一）”“小年（正月初五）”“正月半（正月十
五）”和“灯节”多个节日的年味儿渲染得浓
郁喷香。

“清冬大似年”，老家把“过冬”看成是
忙年的开始，视“过冬”的敬供为“年供”的
一部分。“过冬”的供品是千年不变的“汤饺
子”，“汤饺子”俗称“驴打滚”，用糯米粉包
馅心搓成的瘦鸭蛋形的大圆子，青菜肉末、
荠菜香干丁、糖腌猪油和芝麻糁是传统的

“四喜”馅心，母亲总会把素馅心“汤饺子”
搓得瘦一点，把荤馅心的“汤饺子”搓得胖
一点，便于区别。“过冬”的早上，在堂屋的

“老爷柜”点上红香红烛后，父母便恭恭敬
敬地供上四碗不同馅心“汤饺子”，每只碗
里有汤（汤饺子）有水，碗上还要竖放一双
筷子。中午吃饭的时候，要先用一桌酒菜
敬供一下祖先，其中油煎饦粉、红烧鲫鱼、
茨菇烧肉、豆腐青菜是必不可少的供菜。
待给祖先烧过纸钱后，“过冬”的敬供仪式
才算全部结束。

“送灶”当日敬供的神仙是“灶阁老爷
（灶神）”。“送灶”时间虽有“官三民四船家
五”的区分，但敬供灶神的供品则是一样
的，都是“灶饭”。“灶饭”用糯米煮成的烂
饭，用碗反扣成半球形的圆顶，圆圆的“灶
饭”顶上还要粘上几颗红枣，据说“灶阁老
爷”吃过这样又黏又甜的“灶饭”后，上天汇
报时就会黏着嘴巴少说话。“送灶”仪式一
般人家当晚在厨房里举行，小供桌上除了
鱼、肉、饦粉和豆腐外还要放上“灶饭”“灶
糖”和一盘穰草剪碎的“马料”。焚烧纸钱
时，还要将为“灶阁老爷”准备的“灶马”“灶
疏”和“马料”一同烧掉。等纸钱焚烧结束，
父亲会把“灶饭”碗供放在烟囱墙的肩膀
上，等候“灶阁老爷”上天汇报回来时继续
享用。

“三十晚上”的敬供是年供的重头戏。
一般人家除了在“老爷柜”的中间供上香炉
烛台之外，还要供上三沓“年食饼”摞成的
宝塔形“元宝饼”。讲究的人家还要在“老
爷柜”的东头供上“元宝锅巴”。“元宝锅巴”
是“三十晚上”煮“陈年饭”时炕成的一个整
锅巴，锅巴口朝上放在小笆斗口上，锅巴里
放满了“年食饼”、年糕、“糟面饼”和苹果，
并插上碧绿的松枝。笆斗的肚皮上贴上

“黄金万两”的红绿年纸。过年期间要办大
事的人家，还会在“老爷柜”上供上一对鲫
鱼和一只猪头。“老爷柜”上这些供品不仅
表达了人们祈求来年幸福的愿望，也渲染
出百姓家庭喜迎新年的浓烈氛围。

“大年初一”“接天地”时必须先“供天
地”。“天地”就是指节前上天汇报工作的

天上人间的各路神仙，每年的“大年初一”
零时一过家家户户就要供上三碗圆子、点
上两支香烛、打上满屋“醋掸”，然后燃放鞭
炮恭候各路家神光临。

财神比较特殊，要在天上过年，初五才
到人间上班。因此，小年初五就成了人们

“供财神”“抢财神”“接财神”的日子。初四
深夜家家户户都已供好圆子、大糕、水果，
初五零时一到，就抢着燃放鞭炮迎接财神，
期盼新的一年财源广进。

“正月半”和“灯节”重叠在一起，长达
六天的喜庆氛围把过年的年味掀起了又一
个高潮。人们在张灯结彩、提灯游街、猜谜
摸奖、燃放鞭炮的同时也没忘记“年供”。
俗话说“上灯圆子落灯面”，人们在“上灯
（正月十三）”“正月半”两天上午敬供圆子，
祈求全家人团圆幸福；“落灯（正月十八）”
上午敬供面条，祈求全家人幸福长久。

“二月二”是过年的结束之日，也是家
家户户撤下“年供”的日子。人们恭敬地搬
走“老爷柜”上“元宝锅巴”和“元宝饼”，取
下烟囱肩上“灶饭”碗。撤下的供品不能随
便浪费，一般都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吃
掉。至今我还记小时候母亲将风干的“灶
饭”和“年食饼”煮成早饭粥，再放一勺老红
糖，吃起来特别地有滋味。

老家的“年供”
□ 王荣华

宝应方言杂谈宝应方言杂谈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谱写谱写““强富美高强富美高””宝应新篇章宝应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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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
了2023年全县工作总体要求和“双千亿”目
标任务，部署了七个方面工作，其中之一就
是“坚持以改革创新为驱动，更强力度推动
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深
化改革既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战略举
措，也是落实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和市委八
届五次全会部署要求，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特别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推动我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保障和制度支
撑。依法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增强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市
场化运营能力，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
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力争县属国有企
业资产规模突破600亿元。

二是持续激活科技人才资源。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人才兴县”
战略不动摇，持续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以科技项目为平台、人才队伍为支撑、科技
增效为目标，进一步推进人才、科技、产业深
度融合。通过推进人才“五大工程”、产业

“533”科创计划和企业“智改数转”三年行动
计划，提供人才培育平台，打造科技创新引
擎，搭建产业升级载体，为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三是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优化营
商服务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命门之穴”，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要继续擦亮我

县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加快政务云和大数据
平台建设，持续推进“一件事”改革；完善重
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链条服务，切实
让优质企业“准入即准营”，重大项目“拿地
即开工”“竣工即投产”；完善各类惠企政策
精准推送和直达机制，全力解决企业各类诉
求和后顾之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主
动倾听企业家意见，回应企业发展诉求，千
方百计破解反映强烈的困难问题，营造办事
方便、法治良好、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推动
宝应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委党校 杨欢欢）

坚持改革创新驱动 深入推动转型升级
——县委十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解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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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中国式全面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宝应新实践现代化宝应新实践

本报讯（记者 苗培欣 狄
露）为贯彻落实全市建筑业发
展大会精神，表彰奖励先进典
型，总结经验、分析形势，1月31
日下午，我县召开建筑业工作
会议，对新一年全县建筑业发
展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县领
导胡晓峰、谢存道、邹恺、吴霆
等出席会议。

胡晓峰在讲话中指出，刚刚
过去的 2022 年，面对内外部形
势的严峻考验和日益激烈的市
场竞争，全县建筑业主要指标稳
步增长，创优夺牌有突破，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全年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 730 亿元、增长 4.3%，
在宝纳税达3.8亿元，天宇集团
再度跻身全省建筑业百强。

就做好新的一年建筑业工
作，胡晓峰强调，要认清形势、克
难求进，提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信心。一方面，正视压力，清醒
认识面临的风险挑战；另一方
面，危中寻机，敏锐发现多重发
展机遇。要争先创优、比学赶
超，创塑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优
势。聚焦转型升级，守正创新提
质效，不断向产业现代化转型、向精益建造转型、
向数字建造转型。聚焦市场开拓，稳扎稳打扩份
额，深耕发掘国内市场，有序跟进国际市场，坚决
守牢本地市场。聚焦品牌建设，增强内功优品质，
围绕资质、品牌、人才等方面继续发力、练好本领，
争取在市场风浪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胡晓峰要求，要齐抓共管、强化保障，形成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合力。建筑业是宝应的重要产
业，事关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各镇区、各有关部
门单位要在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为全县建
筑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要在服务保障
上同向发力，认真贯彻落实全市优化提升营商环
境大会以及建筑业发展大会精神，竭尽所能为建
筑企业开拓市场、承接工程提供帮助。要在政策
供给上不遗余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
定期更新建筑业相关政策的扶持重点、奖励模
式，让广大企业看得见、够得着、用得到。要在营
造环境上齐心协力，要引领建筑业企业家从注重
规模扩张向注重效益提升转变，从崇尚资本积累
向崇尚知识积累转变，从对企业负责向对社会负
责转变，切实提升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会议还进行了表彰颁奖。

本报讯（记者 房雪桥 居大军 林梅）1 月
31日下午，全县工业企业新春联谊会在金陵
大酒店举行。县委书记张小辉在讲话中希
望，企业家们要把握时代脉搏，立足宝应，放
眼全国，锐意创新，扎实干事，把企业做优做
精、做强做大，在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的
同时，为宝应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
副书记、县长胡晓峰主持联谊会。县领导陈
金荣、顾长荣、周正威、魏建、于祝君、丁子建
等参加活动。

张小辉在讲话中表示，在座的企业家都
是宝应企业界的优秀代表，是宝应发展最宝
贵的资源和财富，也是宝应加快高质量发展
的希望所在、关键所在。去年以来，面对经济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疫情多点频发等重
大考验，企业家们专注实业、创新实干，企业
实现健康快速发展，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张小辉指出，宝应有实力也有底气支持
企业家们创新创业。随着京沪高速扩容宝应
段的建成通车，宝应南道口的新增，连淮扬镇
高铁和京杭大运河的交通便利的逐步释放，

韵达、极兔等现代物流网络的加快形成，
“233”产业体系的打造，区镇共建、专业园区、
高标准绿电厂房的重点推动，都将为企业创
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张小辉希望企业家们要进一步聚焦主
业、苦修内功，抢抓消费回暖机遇，加大生产、
销售力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盈利水
平。要突破路径依赖、树立创新思维，从市场
的“风口”中明确创新的方向，从客户的“痛
点”中找准改进的途径，敢于走出“位置舒适
区”，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切实为企业自身长
远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同时，也希望企
业家们多推介宝应、宣传宝应，为宝应招商引
资多作贡献，推动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就近
配套，不断畅通企业发展的县域“内循环”，更
好地助推企业降本增效、做大做强。

张小辉强调，县委县政府永远是企业家
们的坚强后盾。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们将
更加关心、关注、关爱企业发展，持续优化公
平公正、亲商尊商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
活力，真正实现“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
投”。我们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在
数字赋能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等关
键领域加快突破，重点推进各类要素市场化
配置，加大优质普惠金融产品为工业企业“输
血供氧”力度，持续推进“拿地即开工”“交地

即发证”等创新举措深化运用、全面落地，加
快实现由“企业望眼欲穿、政府按部就班”向

“企业只要吹哨、部门跑步报到”转变。我们
将以优化服务为抓手，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
各类惠企政策，持续完善“精准推送”和“直达
机制”，着力推动优惠政策“免申即享”“不申
自来”，并在去年减税降费 18.1 亿元的基础
上，继续全面落实减税降费各类举措，确保企
业政策红利“应享尽享”、成本负担“应降尽
降”。我们将始终对企业家“高看一眼、厚爱
三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企业
家、保护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张小辉强调，对企业家们提出的问题，各
位县领导要带头抓要素保障、抓难题突破、抓
问题解决。发改、工信等相关部门要主动认
领，抓紧研究，及时回应，努力把为企服务工
作改进得更好。县“两办”督查室要对企业反
馈问题、部门解决情况进行跟踪推进，确保各
个问题不折不扣得到解决，形成一个良性互
动的机制，营造一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
环境。

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晓峰介绍了2022年
全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情况。

会上，大家还观看了宝应宣传片，宝胜集
团、森萨塔科技等企业代表分别作了交流发
言。

本报讯（记者 居大军）1月31日上午，开
发区召开 2022 年度总结表彰暨 2023 年度工
作动员、优化营商环境大会，通过表彰先进，
鼓励全区企业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再接再
厉、负重奋进，奋力谱写园区“二次创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表彰会上，开发区向在招商引资工作中
作出特别贡献的3位企业家和10家纳税之星
企业颁发了“13块金牌”，牢固树立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主责主业导向，凸显产出效益和税
收贡献。新的一年，开发区要求全区上下以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精神状态，

围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企业发展、环保安
全、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预排全年发展任
务、细化一季度工作，上紧发条、开足马力、大
抓落实、加速开局，以首季“开门红”实现全年

“满堂彩”，力争2023年区属工业开票销售超
150亿元，工业入库税收增长15%。

张小辉在全县工业企业新春联谊会上希望企业家们

做优做精做强做大企业 为宝应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金荣顾长荣周正威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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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锚定目标再启航

本报讯（记者 梅友宽）日前，记者从宝胜科
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3年工作会议上
了解到，全公司将坚定围绕“11256”发展战略开展
好各项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
能力，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2022年，宝胜采取一系列颠覆性举措，推进
一系列战略性实践，企业生产经营触底反弹、企稳
回升。宝胜股份连续13年入围财富中国500强，
连续9年入选中国电线电缆产业竞争力企业“十
强”，连续3年被评为全球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
业“十强”，成功入选亚洲品牌 500 强、中国能源
（集团）500强、中国机械行业500强，企业知名度、
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会议强调，2023年是宝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全公司将坚定围绕一个思
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依靠
职工办企业，不断提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一个
主题，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 ▶转2版

宝胜股份

围绕“11256”发展战略开好局起好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