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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曹建
明 吴文军） 近日，我县公布第四
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要求各镇（区、街道）、县各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扎实做好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
承工作，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奋力谱写长三
角沿海高质量发展如东篇章提供

文化支撑。
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共十项，分别是丰利青石
影雕、绢本佛像绘画技艺、沈世德推
拿、如东 儿油手工制作技艺、如东
狼山鸡烹制技艺、如东缸炉烧饼(栟
茶“一柱楼”）、戏剧服饰制作技艺
（头饰）、草香制作技艺、叶家卤味制
作技艺、马塘枣儿红酒酿造技艺。

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贾兆亮 通讯员 汤建荣）如东向海

“追风逐电”再提速。11月 29日 10
时 46分、11时 18分、15时 58分，国
家电投江苏如东H4（如图）、协鑫如
东H13、三峡如东H6三大海上风电
场全部 230台风机实现全容量并网
投产，标志着省重大项目——如东
海上风电项目进入并网冲刺阶段。
截至当天，如东海上风电项目 11个
子项目中，已有 7座海上风电场 425
台风机实现全容量并网，累计并网
装机规模185万千瓦，预计年上网电
量52.6亿千瓦时，可满足约200万户
家庭年用电量。

瞄准建设全国最大的海上风电
场群，打造绿色能源示范城的目标，

“十三五”以来，如东重点推动海上
风电场建设。如东海上风电项目是
我县近两年来实施的投资规模最大

的新能源产业项目，包括国信H2、
海装H3及H3-2、国电投H4H7、苏
交控 H5、三峡 H6H10、中广核 H8、
协鑫H13H15等 11座海上风电场，
总投资超 600亿元，总装机规模 330
万千瓦，布局范围横跨如东 86公里
长的沿海岸线。

此次并网的 3座海上风电场总
装机容量95万千瓦，其中，协鑫如东
H13项目装机规模 15万千瓦，安装
30台 5兆瓦海装风电机组，同时配
套建设一座220KV海上升压站和一
座陆上集控中心。该项目于今年 1
月份正式开工建设，施工团队先后
克服海况恶劣、地质条件复杂、施工
窗口期短以及风电抢装潮带来的船
机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难题，有效保
障了项目高效有序推进。2021年 9
月1日，沉桩施工结束，10月7日，全
部风机吊装完成，11月 29日，30台

风机全容量并网发电。
国家电投江苏如东H4项目是

目前国内已建成海上风电项目中，
单体规模最大的项目，总装机容量
40万千瓦。该项目于 2018年 12月
28日取得省发改委核准，2021年 6
月20日完成首台风机并网。为确保
项目如期建成投产，项目建设运营
方如东和风海上风电公司成立“保
投产”桩基施工、风机吊装、海缆敷
设、调试并网等十余支党员突击队，
坚守海上施工船，创下了一天吊装
完成 6台、单月吊装完成 48台风机
的记录，仅用 5个月时间完成全部
100台风机的海缆敷设、耐压试验、
风机调试等并网准备工作，为项目
全容量投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峡如东H6项目是我国首个
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海上风
电项目，该技术依托于我国首个海
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工程主
体位于如东境内，包括一座海上换
流站，一回直流海缆以及一座陆上
换流站。三峡如东H6项目全容量
并网后，100 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
通过海上升压站升压后，输送至海
上换流站转换为直流电，再通过 1
回 400千伏直流电缆送至陆上换流

站，经陆上换流站逆变后通过 1回
500 千伏交流线路接入江苏电网，
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
12亿千瓦时。

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优势主要
体现在长距离输电、新能源消纳、成
本控制等方面。如在长距离电缆输
电中，交流电缆越长，电能损耗越
高，输送的有效电能越少，而柔性直
流输电即使到末端，其电能都是恒
定的。与传统直流输电相比，柔性
直流输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孤岛供
电、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控制等方
面。如果把电网比作一张输送电力
的“路网”，柔性直流就像一辆行驶
其中的“超级货车”，可随时“卸货”、
切换方向，运行方式更加灵活。

此外，国信H2、三峡H10、国电
投H7、中广核H8等余下的4个海上
风电项目也在加紧推进中，预计年
底前可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待如
东规划的所有海上风电场全部建成
投运后，该县风电年发电量将超过
135 亿千瓦时，与传统燃煤火电相
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472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 1600万吨，将为江苏加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如
东力量。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吕二
函） 2日上午，我县在江苏昌九农科
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危化品应急救援
演练活动，推动完善应急联动机制，
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水平和协
同作战能力。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许金标担任演练总指挥，

本次演练主要模拟昌九农科化
工公司二号丙烯腈储罐出口管道
泄露有害气体，公司员工在关闭管
道根部出口阀时，发现阀芯脱落，
气体泄漏扩大并引发火灾、人员受
伤的情景，考验各应急救援小组在
处置事故时的临场应变能力和专
业水平。经过半个小时的应急救

援，各小组先后完成了中毒人员的
转移、阻断扑灭流淌火，以及事故
善后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对本
次演练进行了点评。

许金标对本次演练活动给予
肯定，他要求，各应急救援小组成
员要根据专家的点评，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完善应急
预案、增强处置能力。今后，各部
门还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强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强化
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各部门整体
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援能力，形
成工作合力，避免、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我县举行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凯） 1
日下午，全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
学点“十佳讲解员”评选决赛暨成果
展示会在海安举行。经过紧张激烈
的角逐，如东县委组织部指导选送
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资料陈
列馆讲解员顾玉彦脱颖而出，以第
一名的成绩荣获一等奖，中共如东

“第一支部”纪念馆的讲解员冒桑瑞
以第六名的成绩荣获三等奖。

顾玉彦以《百里火龙照天烧》为
题，动情讲述了抗战时期苏中四分
区军民火烧竹篱笆的英勇故事，声
情并茂地再现了江海大地上这场反

“清乡”正义战争中的一个缩影，体
现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
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
结精神，精彩的演讲和动人的故事
赢得了一片掌声。

据了解，南通市委组织部前期
通过单位推荐、资格审核、专家评
审等程序从 40名申报者中确定了

10 名现场教学点讲解员为“十佳
讲解员”，如东有 2名讲解员入选，
决赛通过现场演讲、专家评分的
方式决出一、二、三等奖。中组部
干部教育局一处处长吕斌、南通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封春晴等
领导以及《中国组织人事报》、《群
众》杂志等媒体同志出席本次活
动。活动现场还公布了全市干部
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十佳解说
词”评选结果，如东县委党校“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馆解
说词以第四名的成绩入选，三个
现场教学点入选全市干部教育培
训现场教学点。

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演绎的音
诗画《追寻那不灭的灯火》作为如东
现场教学成果压轴展示，生动描绘
了如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再现
了如东革命的灯火在党旗的引领下
不断走向辉煌的过程，将整场活动
推向高潮，得到上级领导一致好评。

我县在全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
“十佳讲解员”决赛暨成果展示会中获一等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文
军） 11月 30日，南通市市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调研组一行，来
我县考察基层指挥中心业务运
行、政风行风热线组织开展工作
情况。

近年来，我县不断探索县域
治理现代化的“智慧路径”，率先
建成江苏省首家县、镇两级一体
化综合指挥平台。目前，开发了
包括党建引领、智慧城管等 16个
主题模块和联动指挥在内的指
挥平台系统，建立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集平时协调联动、战
时应急指挥于一体的县镇两级
联动指挥体系，实现了高效联
动、协同治理、一体化指挥的模
式。《如东县政风行风热线》按照
声、屏、网、报“四位一体”联动模
式运行，采取电台直播、网络互
动、电视追踪、回复办理、督查问
责等方式，“12345”政府服务热
线、如东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
及如东政府网微信公众平台并
轨运行，多渠道接受咨询投诉。
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情况汇报和
意见建议，对我县县域治理现代
化指挥中心建设，和政风行风热
线推动民生问题解决发挥重要
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参观
了县融媒体中心政风行风热线
演播大厅，前往南通外向型农
业综合开发区和栟茶镇，对两
个基层指挥中心的运行管理、
机制构建、组织保障、业务系统
使用等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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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
姗 王洪 陈斌）近日，江苏海力
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敲
钟上市，上半年，同在如东经济
开发区的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
限公司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今年如东经济开发区已有 2 家
企业先后上市，另有 6家企业上
榜后备梯队，其中两家上市入
轨。日前，在上市公司媒体观
摩研讨会上，如东经济开发区
经济发展和科技局局长仇海鸥
介绍，这得益于一套企业上市
培育经验。

为加快全区企业改制上市
步伐，如东经济开发区积极联
合证券交易所、金融机构、中介
服务机构及各有关部门等，大
力开展企业上市前改制工作的
辅导和培训，引导企业规范和
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有效整合
优质优势资源，强化企业利用
资本市场的意识。除了加强上
市前的指导和培训，该区还主动
建立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仇海
鸥介绍：“由我们负责组织，按照
企业自愿申报原则，参照不同资
本市场准入标准，筛选符合基本
标准的企业，建立‘一企一档’，
实行企业备案制度，进行滚动管
理。对重点后备企业推荐纳入

如东县上市后备资源库，全方位
加大对上市培植企业的服务力
度，并协助落实国家及市有关的
优惠政策。”

对于上市企业后备梯队，如
东经济开发区实施分类指导和
培育计划，依据“改制一批、辅导
一批、报备一批、上市一批”的工
作目标，对在不同阶段的入库企
业开辟“绿色通道”，组织有针对
性的上市专家服务团，开展“一
企一策”个性化帮扶。江苏海力
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许世俊告诉记者，2017年 3
月份，海力与证券公司签订服务
协议后，如东经济开发区经常上
门进行企业服务，日常沟通解决
上市过程中企业遇到的难题。
特别在出厂运输方面，海力出货
量大产品重，园区人多货多，交
通繁忙，如东经济开发区主动协
调，交通部门现场指挥，无论白
天还是晚上，为及时交付保驾护
航，为企业完成阶段性任务构筑
坚实后盾。

此外对涉及审批核准事项
或项目资金支持的，在符合法
律、法规政策的前提下，该区都
给予优先支持。江苏恒辉安防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咸华告
诉记者，用地土地指标紧张之

前一直是戴在恒辉头上的紧箍
咒，开发区通过盘活存量土地，
清退停产僵尸企业，为恒劢和
恒尚开疆拓土提供了基础，企
业有了地方，才得到了更好的
发展。

如东经济开发区不仅积极
宣传县区关于企业上市的相关
政策，调动企业的上市积极性，
同时对已进入上市阶段的企
业，根据条件及时兑现，给以企
业相关扶持。王咸华告诉记
者，应交税收地方政府的返还，
上市后的各种奖励，都已成功
兑现。

培育上市公司不是目的，
关键在于进入资本市场之后，
能更好地集聚资源，实现产业
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同步提
升，进而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许世俊表示，海力将把
从股市募集的资金，投入募投
项目中；抢抓“双碳”新机遇，不
断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管理制
度及运行机制，将更多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推向市场；
同时奋力开拓国际市场，进一
步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主营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谱写如
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强劲
动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近日发布
关于 2020年度江苏优秀文艺成果
的通报。经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审
定，包括如东融媒体中心主创的广
播剧《山沟里飞出欢乐的歌》在内，
全省共有27项优秀作品入选。

《山沟里飞出欢乐的歌》以我县
曹埠镇农民赵亚华赴国家级贫困县

——河北省阜平县开展文化扶贫为
原型创作。该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以及部分省市电台播出，先后获中
国广播剧研究会专家奖等多个奖项。

据了解，江苏优秀文艺成果是
我省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文
艺工作的部署要求，强化重大题材
文艺创作的顶层设计而设立的激励
项目。

县融媒体中心一作品
获省文艺成果奖

建设向海战略建设向海战略

先导区先导区

33座海上风电场同日全容量并网座海上风电场同日全容量并网

如东向海如东向海““追风逐电追风逐电””再提速再提速

一年2家企业上市、6家企业后备

如东经济开发区引资本活水浇灌产业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