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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陆
和煦 陈斌）这两天，企业生产车间内
机声隆隆，自动化设备在工人的操作
下忙而有序地生产着。公司分割车间
科长吴亚萍介绍，员工返岗意愿强烈，
工作积极性也很高，公司也为每位到
岗员工派发现金红包。复工首日就有

85%的员工到岗，当天屠宰白羽肉鸡
52000只，超额完成生产量的 15%，次
日出勤率达到90%，远超历年。

正大食品（南通）有限公司集“上游
种鸡孵化到下游鸡肉屠宰、深加工、销
售、物流、零售”为一体的食品鸡肉加工
企业，共有屠宰加工和熟食深加工两个

生产区域，年均屠宰白羽肉鸡 1200万
只。一直以来，企业以自动化、智能化
生产为基础，打造“从农场到餐桌”的全
产业链。企业规模大，每个环节的计划
排布必须精准，公司共有生产员工238
人，外地员工较多，返岗不及时，往年复
工率都受到影响。公司提前规划，从去
年开始招收了大批量本地员工，确保人
员稳定性。同时，县人社局提供支持帮
扶，复工次日从陕西南郑专车接回一批
员工，解决复工率的问题。

正大食品（南通）有限公司总裁王
贺介绍，受去年 12 月下旬的疫情影

响，公司产品滞销，订单减少 50%，复
工以来，产品销售量超出预期，开工三
天累计屠宰白羽肉鸡近 20万只，产品
发货近 200吨，市场复苏，公司及时调
整生产计划，“从 3月份开始，我们每
个月的屠宰量要达到 120万只，深加
工产量目标按照1000吨来设定”。

今年，公司将抢抓机遇，不断开拓
新市场，实行业务员直营终端模式，从
农贸渠道向商超大卖场、星级酒店以
及电商进行拓展，提升产品价值，并将
屠宰量提升至 1500万只，营业额有望
达到7.2亿元。

提升复工率 开拓新市场

“正大食品”抢抓机遇力促“开门红”

实体经济
聚 焦聚 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婷 曹磊）漫步掘
苴河边，水清岸绿，十步一景。近年来，我县始终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持
续加大城市建设投入。总投资 12.6亿元的“三河
六岸”项目通过治理如泰运河、掘苴河、掘坎河三
条穿城而过的主要河道及其支流城区段岸线改善
水生态环境，提升如东城市建设品质，为群众生活
不断“加码”。曾经环境脏乱的城市伤疤，如今成
为居民健身休闲娱乐新去处。

“三河六岸”项目以“治水”为主线，结合生态
特点，处处体现自然之美。滨水道路与城市交通
接驳，形成网状慢行交通，加上“春花、夏荫、秋色、
冬形”为主题的四季点缀，使得城市与水紧密相
连、人与水和谐共生。夜幕降临，河道沿岸色彩斑
斓的亮化工程与建筑景色交相映衬，一起扮靓如
东夜景。蜜堂、嗨街两条商业街的灯光颇具特色，
海洋动物造型的彩灯美轮美奂、绚烂多姿，成为

“网红”打卡地。三河六岸项目商业街区总建筑面
积约23000平方米，其中，嗨街建筑面积11000平方
米，蜜堂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为进一步丰富我
县商业步行街业态，“三河六岸”项目注重品牌打
造，依托沿河靓丽的城市风貌与优越的设施条件，
招引优质品牌在沿线街铺落户，目前招商率已达
75%。

值得一提的是，三河六岸河道沿线规划有总
长度约30公里的园路、骑行绿道和亲水漫步道，并
设有健身广场、儿童乐园、亲水平台、攀岩墙等各
类主题广场，为居民提供了锻炼健身、亲子互动、
家庭聚会的户外活动场地。“每到周末，我都会带
着孩子出来散步、骑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共享
天伦之乐，周围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居民陈建
坤说。

复合多样的滨水绿道，为如东城市发展增添
新的生机，打造了一个文化的、活力的、生态的水
岸。工程实施机构项目负责人黄建新介绍，目前，

“三河六岸”项目完成了河道整治 15.05千米，市政
道路10余条，市政桥梁3座，景观桥梁7余座，景观
绿化约 118万平方米，商业建筑约 2.5万平方米等
建设工作。接下来，项目将切实围绕如东百姓的
所思、所想、所需、所盼开展服务工作，制定一系列
日常管理、巡查、应急处置方案等制度，以实际行
动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洪绍
敏 徐悦箫）恰是一年春好处，正
是读书好时节。4日下午，我县
2023年“我们的中国梦——全民
阅读进万家春风行动”走进栟茶
镇，阅读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品读
红色经典、共享“知识”大餐。

“黑夜故漫长，黎明终会到来
——《红岩》教会我们在磨难中奋
起……”红色经典品读环节，来自
茗海中学 904班的徐斯睿同学感
慨万千，她说，中考即将来临，能
在寒假期间阅读到这样一本催人
奋进的红色书籍，让她备受鼓
舞。907班的顾亿自小喜爱看书，

她分享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
自一位美国记者之手，用文字记
录红色根据地大大小小的人物与
事件，视角独到、文字亲切又生
动，将这段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
岁月鲜活地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现场，阅读爱好者们还一同学
习了“抵制盗版出版物”相关知识，
栟茶镇向学生代表们赠送了书籍。

据了解，栟茶镇将以此次活
动为起点，充分利用南沙书吧、南
沙书院，各村（居）农家书屋，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阅读阵地，多
渠道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让阅读
之风吹遍栟茶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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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梦——全民阅读
进万家春风行动”走进栟茶镇

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要坚

定不移抓项目，厚植跨越赶超新优
势。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郁
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全面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改革、提
升审批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掀起高质
量发展热潮高潮。

郁宏伟表示，作为优化营商环境
的“先行区”“前哨站”，县行政审批局
将持续牢树“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
关系营商环境”的发展理念，全力推动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工作提效。同
时，充分发挥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的议事协调作用，强化全县营商环境
优化“一盘棋”的思想，加强责任担当
和统筹协调，聚焦审批服务提档升级，
在破除系统集成困难，打通数据共享
壁垒。增强协作意识，凝聚共进合
力。提高政策宣传力，扩大公众知晓
度上下功夫、出实招、见成效。

郁宏伟介绍，县行政审批局还将
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实干笃行。围

绕企业开办更便捷，加强标准化、规范
化、信息化建设，做优做实企业开办全
流程“一件事一次办”。全县域推进

“一照多址”“一址多照”。巩固智能审
批县域覆盖成果，将自主办照向全主
体类型、全业务种类延伸。围绕服务
项目更精准。深入推进项目审批“前
延”服务，加强部门联动，以个性化清
单、全流程服务手册为抓手，畅通项目
报审“最先一公里”。深化“拿地即开
工”，常态化实现重大项目“交地即发
证”。围绕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链条，
进一步健全“专班盯办、专员帮办、专
职代办”的服务体系，想方设法破解推
进难题，快马加鞭化解要素瓶颈，确保
项目早日建设投产。围绕惠企便民更
贴心，巩固完善三级代办帮办服务体
系，着力补强镇、村两级代办帮办队伍

力量，开展常态化业务培训，提升代办
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优化县、
镇、村三级窗口设置和系统支撑，促进
三级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加快打造县域“15分钟政务服务圈”。

郁宏伟说，县行政审批局将巩固
“作风效能优化年”成果，深入融合多
元化模式，继续强化政务服务大厅督
查工作，查窗口形象、查作风纪律、查
服务质量。持续推行“四位一体”群众
满意度测评机制，推进全县域政务服
务大厅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注重跟踪
问效强作风、优服务、提效能。充分发
挥局党组“头雁效应”，对照新形势新
要求，对标对表“狼性”精神、“牛劲”品
格，提振政务人员争先进位、干事创业
精气神。

（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文军）

持续深化改革 提升审批效能
——访县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郁宏伟

中国式现代化如东新实践

民生民生民生
陈慧宇在掘港街道调研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强调

高点定位明确新思路树立新追求
奋勇争先抢抓新机遇创造新辉煌

陈慧宇实地调研掘港街道银杏村乡村振兴工作。 全媒体记者 张凯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亚峰 王
石峰） 6日上午，县委书记陈慧宇到
掘港街道调研指导新一年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砥砺前行，

高点定位明确新思路、树立新追求，奋
勇争先抢抓新机遇、谋求新突破，在新
起点、新征程上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谱写新篇章、创造新辉煌。

陈慧宇实地调研了银杏村、联亿
机电有限公司、韩轩精密仪器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林赛尔智能装备项目建设
现场，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

了掘港街道全年工作思路和一季度
“开门红”相关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陈慧宇指出，今年是掘港街道和如东
经济开发区高端产业资源优化整合，
在新征程上再出发的起始之年，起好
步、开好头，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作为
城市建设的主城区、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群众情感的主根脉，掘港街道要厘
清思路、找准定位。积极适应产业资
源优化整合后的新变化、新形势，在深
入研究中不断明晰发展的新思路、新
举措，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推动各项重
点工作在全县争先进位。要抢抓机
遇、创造辉煌。把产业资源优化整合
作为新起点、新机遇，充分发挥现有基
础优势，全面激发创新创业热情，以新
目标、新追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新突破、新提升。要强化统筹、凝聚人
心。坚持在高效统筹、科学统筹中落
细落实各项重点工作，在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凝
心聚力下好“一盘棋”、绘好新蓝图。要
突出重点、发展为要。始终把园区打
造、招商引资、经济运行、乡村振兴等工
作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深入贯彻落
实“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
群众敢首创”的重要要求，培养“四敢”
精神，着力在社会治理、文明创建、民生
实事的推进上见行动、求实效。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昌龙参加调
研，要求掘港街道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
遇，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着力在新认知上
进一步融入大局；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着
力在新发展上融入大局；强化担当、攻坚
克难，着力在新作为上融入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