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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曹磊 冯益
军） 3日下午，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省纪委
监委派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孙军
一行到我县洋口港调研帮扶重大项目建设。

在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临港工业一区桐昆
聚酯一体化项目集控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
了项目进展情况及配套工程建设情况。桐昆
项目由全球最大的涤纶长丝生产企业浙江桐
昆集团投资建设，一期计划投资 250亿元，占
地面积 2400亩，建成后，可年产 500万吨PTA
及 240万吨新型功能纤维。该项目还配套建
设有热电联产、内河码头、阳光岛仓储等工
程。眼下，一期已有 4套聚纺装置投入试生
产，预计明年上半年可全面建成投产。同时，
基于对石化纺织行业发展前景的看好，以及
看中如东良好的营商环境，桐昆集团在一期
投资基础上，又追加二、三期投资，目前，二
期、三期项目均在加紧前期审批申报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认
真听取了县委常委、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邵锋关于园区建设以及企业负责人关
于项目推进中，需要省厅帮助协调解决事项
的汇报。县委书记陈慧宇对调研组一直以来
关心支持如东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洋口
港金光、桐昆等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
上级领导部门全方位的护航、多维度的纾困，
如东将继续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全力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力促项目早日建成、发挥效
益。同时，他还就当前重大项目审批受限、制
约项目推进的难点以及水环境整治等问题向
调研组做了详细介绍，希望调研组予以指导
和协调解决。

孙军表示，如东洋口港是江苏沿海发展的
重要板块，重大项目建设，事关全省稳定经济
增长大局，省生态环境厅将坚决落实党中央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
要求，从政策等方面给予地方大力支持，积极
为企业、园区纾困解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省纪委监委驻省生态环境厅纪检监察组
二级调研员朱敏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
局长程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海军等陪
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纪
检
监
察
组
组
长
孙
军

率
队
到
我
县
调
研
帮
扶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亚峰 朱
海城 冯益军） 4日，总投资111亿元洋
口港中圣产业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标
志着我县绿色能源综合利用百亿级重
大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县委书记陈
慧宇，县委副书记、县长陈雷，中圣科

技（江苏）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宏新出席签约仪式。

中圣产业基地项目由中圣科技（江
苏）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中圣管道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
资 111亿元，分三期实施，其中一期建

设大型预制管道生产基地、大型 LNG
接收站薄膜罐专用聚氨酯保温箱体生
产基地，二期建设 LNG冷能综合利用
及热、废一体化项目，三期建设清洁能
源装备基地。中圣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是以高端装备制造和节能环保工程

服务为支撑，研发创新为发展动力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长期致力于重大装备
国产化研发和制造，先后承担了中石
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大型国有企业委
托的多项重大装备国产化研究，打破了
国外在同类技术上的长期垄断。

陈慧宇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洋口港
中圣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作为全球唯一可以承制
LNG三种成套装备的供应商，中圣是
中国企业的骄傲。中圣选择投资如
东、投资洋口港，是对如东的最大信
任、最好支持。近年来，如东区位优势
日益彰显，经济总量逐年攀升，发展态
势稳步向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全
县上下紧紧围绕打造“全国绿色能源
示范城”，深耕绿色能源，现已形成了
以风电、光伏、LNG 为主体的新能源
产业格局，新能源产业发展走在全国
前列，这为双方合作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提供了广阔空间。陈慧宇表示，
洋口港中圣产业基地项目的成功落
地，必将开启洋口港能源产业的崭新
篇章，必将为如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的动能。如东将一如既往发扬服务企
业、服务项目的好经验、好做法，全力
以赴为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见效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以实际行动诠释“如
来如愿”的营商环境品牌内涵，推动双
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郭宏新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优
势和资源优势，把好理念、好经验、好
产业带回如东、生根如东，助推如东高
质量发展。

县委常委、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邵锋主持签约仪式。县领导
刘峰、杨忠参加签约仪式。

绿色能源综合利用百亿级重大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洋口港中圣产业基地项目签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 吴梦凡）3日下午，市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孙建华一
行来我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昌龙陪同调研。

孙建华一行先后到近海村、
虹桥村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
我县乡村振兴建设及农村产业
发展情况。

近海村是全国有名的文蛤、
条斑紫菜、南美白对虾生产基地
和出口基地，年产海、淡水产品
约 2万吨，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超
3万元。虹桥村立足自身优势，
把打造特色果蔬种植作为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的主抓手，并充分
发挥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核心区主阵地优势，全面延

伸产业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孙建华对我县乡村振兴事

业发展表示赞许，他希望各村
能够进一步立足自身优势，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打造品牌，延
伸产业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
值，并充分利用“电商”和“冷链
物流”打通村民致富的最后“一
公里”。相关镇村要放远目光，
充分发挥联络纽带作用，统筹
各方资源，在专业技能、帮扶资
金等方面为老百姓解忧纾困。

陈昌龙表示，下一步将充分
发挥人大作用，聚焦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加大监督力度，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探索乡
村全产业链发展新路径，为乡村
振兴凝聚强大合力。

市人大来我县
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钱
海军） 4日上午，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
委员沈红星率队来我县，调研完善社
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相关工作，进一
步促进我县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
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
昌龙，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缪卫宏，县政
府党组成员曹贯中参加调研。

沈红星一行先后来到如东县乐龄
生活驿站、如东县长期照护保险集中
服务展示区进行调研。据悉，如东县
乐龄生活驿站成立于 2019年 12月，设
有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助餐中心等，服
务对象为 60岁以上老年人。自 2020
年正式运营以来，定期开展趣味剪纸、
手工制作、才艺表演等活动，帮助老人

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老人拥有
一个健康、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2020
年初，我县以照护服务中心建设为牵
引，着力打造集“居家服务，辅具支持，
护工培训，失能预防，基金监督”为一
体的照护服务集中展示区，引进知名
服务企业进驻，参保人家属可以直观
体验居家照护、辅具服务，直接在展示
区受理柜面申请待遇。通过照护保险
集中服务展示区全品类服务项目的体
验式经办，照护服务与管理一体化模
式的探索，使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宣
传的可及性进一步提高，服务效果的
可感知性显著增强。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人大
调研组听取了我县相关工作汇报。县
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农业
农村局、县卫健委、县医保局、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等主要负责人，老年活动
中心代表、长期照护险代表分别围绕
调研内容进行了交流讨论。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重大社会制度
安排，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
我县坚持以“民生为本”的工作主线，
聚焦重点群体，大力帮扶困难群体就
业，落实优待抚恤政策；依规创新收入
豁免项目，用足政策，确保农村“三无”
低保对象权益最大化，创新收入豁免
条件、增强困难家庭造血功能，创新低
保申请财产限制条件豁免政策，构建
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给 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
放尊老金，让困境儿童享受基本生活
保障金待遇，以及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参保费全额补贴、物价补贴、大病医疗

救助三项救助待遇，为老年人、残疾人
提供服务保障；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
投评选活动，培育了一大批扶弱济困
优秀公益项目，充分协调各方资源，开
展扶弱济困活动。

沈红星充分肯定了我县完善社会
保障、促进共同富裕所做的工作。他
希望如东全力发展经济，全力以赴谋
发展，以项目招引为龙头，提高就业，
增加社会经营收入；把现有的各项制
度政策精准落实，为制度创新多作贡
献。沈红星希望人大和政府部门相向
发力，共同努力，完善现有社会保障的
制度体系、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政策
体系，多做好事多做实事，促进共同富
裕，扎实做好我县社会保障各项工作，
为全市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市人大来我县调研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共同富裕相关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顾颖 姜
宁惠） 3 日下午，中国增材制造标准
委员会主任、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带队来
我县考察。县委常委、副县长、如东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蔡东陪同考
察。

增材制造俗称 3D打印，是融合了
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型技
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通过软
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非
金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挤
压、烧结、熔融、光固化、喷射等方式
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制造技
术。作为国家增材制造科技领域的
奠基者和领军人，卢秉恒及其团队长
期致力于先进制造技术研究，研发了

国际首创的紫外光快速成型机及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光、电一体化
快速制造设备和一系列快速模具制
造技术。

卢秉恒一行实地走访了恒辉安防、
江东科技、重通成飞和恒尚新材料，参
观了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各自产
品、生产工艺、自主研发等情况。在座
谈交流环节，双方围绕增材技术在医
疗、教育、文创方面的应用可行性及未
来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深入交流。蔡东
希望卢秉恒团队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
一步深化合作发展的共识，找准拓展合
作的切入点与契合点，推动“产业创新
中心”正式落地，有力促进本土制造业
的发展。

县政府党组成员曹贯中参加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吴梦
凡 王婷颢） 4日上午，县红十字
会举行许月鑫同志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欢迎会。

许月鑫曾是一名军人，现在岔
河东和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工作。
当他得知与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配型成功的消息后，毫不犹豫、义
无反顾地决定捐献自己的造血干
细胞，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有 1660
人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江苏分库，8
人成功捐献。

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陈晓
莉对许月鑫的大爱之举表示感谢
和敬意，她希望每一位有爱的如东

人以许月鑫同志为榜样，用自己的
行动和爱心点燃他人生命的希
望。她希望宣传部门加强宣传，推
送人物典型，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典
型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要求县
红十字会精心组织，做好协调、服
务等工作，倡导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为
公益事业发展、为如东精神文明建
设做出新贡献。

欢迎会上，我县为许月鑫颁发
了“中国红十字博爱勋章”“捐献造
血干细胞荣誉证书”“南通市红十
字爱心大使”荣誉证书，并发放慰
问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
带队来我县考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益

军） 3日，长沙镇召开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县委常
委、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邵锋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长沙镇人民政
府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半
年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实现等情况的报告。上半年，洋
口港经济开发区、长沙镇完成规
模工业产值 96.27亿元，同比增
长 64.24%；工业应税销售 92.25
亿元，同比增长 40.52%；服务业
应税销售333.59亿元，同比增长
33.92% ；服务业税收 1.671 亿
元。成功签约了总投资 50亿元
的佩莱美妆工业园、30亿元的远
东海工装备、3.5亿元的尤西路
以及 4亿元的纳米新材料产业

园 4个亿元以上的项目。新开
工了金光卫品、天洋光伏胶膜、
麦特隆电子专用材料、金鹏泰工
业气体、台中化改性尼龙 5个项
目。下半年全力推进总投资100
亿元的晶科科技项目签约，确保
全年新招引百亿级重特大项目
1个，亿元级项目21个。

邵锋希望镇人大代表，要坚
持同心、同向、同行，把加强党的
领导作为履职根本；坚持尽职、
尽责、尽力，把服务中心大局作
为履职要务；坚持用心、用情、用
功，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履职追
求；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把改
进自身建设作为履职保障。为
开创长沙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谱写沿海高质量发展洋口港篇
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长沙镇召开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县红十字会举行许月鑫成功

捐献造血干细胞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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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全媒体记者 张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