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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的江苏
光明银宝乳业有限公司是省经信委
认定的省级智能车间示范企业袁从德
国尧瑞典尧日本等国家引进先进乳品
生产设备袁依托自营牧场和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袁实现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
可回溯袁 年可生产 18万吨液态奶乳
制品遥 图为该公司火热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几年前袁 合德镇耦耕堂村大多数养鸡户都和陆一生一
样袁为鸡粪处理问题伤透脑筋遥 近日袁记者来到老陆家的养
鸡场时发现袁养了 1 万多只鸡的偌大场地内袁几乎看不到堆
积的鸡粪遥 陆一生告诉记者袁早上五点多钟袁他家的鸡粪就
被收集运送到合德镇耦耕堂畜禽粪污处理中心去了遥

带着好奇袁 记者来到耦耕堂畜禽粪污处理中心一探究
竟遥 野送到我们这里的鸡粪首先会经过厌氧发酵袁有效去除
其中的硫化成分袁所以能闻到的味道非常小遥 脱硫后袁鸡粪
经过干湿分离尧好氧净化等多道工序袁被加工成还田沼液和
生物肥料遥 冶中心负责人丁德运向记者介绍道遥

耦耕堂畜禽粪污处理中心袁 是我县推进绿色种养循环
的一个缩影遥 近年来袁我县从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入手袁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积极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袁打
通种养循环堵点袁 促进粪肥科学还田袁 走出了一条种养结
合尧生态循环的绿色农业之路遥

呼应痛点袁政民企三方合力打通关键环节
野我县是畜牧大县袁共有规模化生猪养殖场 135 座尧规模

化蛋鸡养殖场 187 座遥 2020 年袁全县生猪饲养量 93.36 万头袁
家禽饲养量 2580.59 万只袁 全县畜禽粪污产生量约为 134 万
吨袁其中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产生量约为 92 万吨袁规模以下
养殖场户畜禽粪污产生量约为 42 万吨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陈以良告诉记者袁在全力保障畜产品稳定供给的同时袁畜禽
养殖业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遥

为切实解决畜禽粪污污染这一民生痛点袁 我县统筹养
殖尧种植以及农村能源等各环节袁通过区域内资源共享和要

素组合袁实现变废为宝尧变害为利遥 野我们通过自愿申报尧公
开遴选袁确定一批专业从事粪污收集处理尧集中堆腐尧运输
配送尧 机械施用作业服务的企业尧 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
织袁让他们与县内种植户尧养殖户签订协议袁明确服务收费
标准袁帮助他们处理粪污遥 冶陈以良说袁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推
动下袁仅合德镇就建成 13600 平方米发酵大棚尧4200 平方米
发酵床及相关配套设施袁每天能够处理禽畜污粪近 300 吨袁
实现年处理污粪 10 万吨以上袁生产有机肥 3 万吨遥

作为全国首批禽畜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县袁 我县还在
海通尧千秋尧临海等 13 个镇区展开试点工作袁不仅解决了以
往困扰养殖户的禽畜粪污往哪去的问题袁 还盘活了一批污
粪回收处理企业袁使其有利可图尧有钱可赚袁切实推动生态
环境与循环经济有机结合遥 野为调动我们的积极性袁县里还
对粪污统一收集尧集中处理尧定向配送尧施肥作业等环节予
以奖补袁 腐熟粪肥按 125 元/亩补助袁 沼液无害化处理尧运
输尧喷施到田按 60 元/亩补助袁商品有机肥应用按 150 元/
吨补助遥 冶丁德运告诉记者遥

节本增效袁突破核心瓶颈实现变野废冶为肥
举目远望袁数千亩绿油油的稻田连绵成片遥 野这 3000 多

亩地都是我承包的袁种这些水稻我一点化肥都没施袁用的全
部是养殖粪便发酵后形成的沼液遥 冶海通镇鹏达牧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秦飞指着环绕牧场的地说袁野牧场养殖生猪 12000
头袁完全能够满足这些土地的施肥需求遥 冶

长期以来袁 禽畜粪污都是横亘在养殖经济面前的一座
大山袁要想扩大规模袁就面临着每天产生的大量禽畜粪污去
哪儿的问题遥在以往的粪污处理中袁处理厂往往采用干湿分
离技术将粪污分为干物质和粪污水袁 干物质通过加入适当
菌株进行发酵成为固体有机肥作为商品销售曰然而袁被分离
出的污水却成为棘手问题袁 即使国内部分污粪处理厂配备
了污水处理设备袁但是该环节成本高尧效果差袁经过处理的
污水难以达到排放标准遥

为解决粪污污水去处袁我县积极应用中科院提出的野肥
水还田冶系统袁不仅指导企业引进粪污处理设备袁实现粪污
资源化利用袁还协调一批种植户与种植企业袁通过运输公司
将沼液运送分发到各农户的农田袁 运输费用由政府与农户
各出一部分袁 而有机肥水让农户免费使用并且给予 60 元/
亩的补助遥 野小麦尧水稻这些粮食作物种植需要使用大量化
肥袁土地易板结袁会导致地力下降遥 而沼液这种生物肥不但
能有效提升作物产量袁还能改良土壤袁既节省了购买化肥的
大笔开支袁又能提升农作物质量袁非常感谢政府的好政策遥 冶
谈及沼液肥的功效袁合德镇种粮大户李运城脸上乐开了花遥

循环种养袁高标准打造生态环保产业链
一个存栏 8000 多头奶牛的养殖场袁 每天产生的粪污超

过 1100 吨袁如何处理钥 曾经是制约江苏光明银宝牧业有限公
司发展的大难题遥去年袁随着投资近亿元的射阳金源能源有限
公司规模化生物天然气项目投入使用袁这一切都迎刃而解遥

野公司产生的生态效益有目共睹袁在为光明银宝牧业处
理了近万头奶牛粪污的同时袁还采取耶1+N爷经营模式袁取得
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遥 冶金源能源总经理胡
勇自豪地告诉记者袁为进一步降低气味污染袁该公司对牧场
的奶牛粪污进行全量管道化收集袁经无害化厌氧发酵处理袁
使气味污染降到最低点遥 自公司正式开始运营后袁牧场周边
已无黑臭水体袁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遥

野奶牛粪污作为生产原料袁我们公司不仅不花钱袁还适
当收取粪污处理费用遥 每天产生的 1100 吨粪污可以产出约
1.2 万立方沼气袁能够提纯出约 7000 立方生物天然气袁仅这
一项预计全年销售额就可以达到 800 万元以上遥 冶走过巨大
的圆柱形处理车间袁胡勇告诉记者袁采用厌氧发酵的沼液用
于农业种植还田袁每亩地能够节约 150 元化学农资成本曰沼
液利用后的沼渣也是极好的奶牛牛床垫料的生产原料袁使
用沼渣制作牛床垫料不仅成本低袁 更大大降低了养殖风
险遥 渊下转二版冤

变“废”为宝，畜禽粪污搭上“生态快车”
要要要 我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见闻

本报记者 吴炘恒 杨兰玲

本报讯 渊通 讯 员
韩伟冤连日来袁合德镇认
真贯彻落实县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推进会精神袁
对标对表袁补齐短板袁全
力整改提升袁打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遥

全员投身参与遥 该镇充分利用野村村通冶大喇叭尧宣传海报尧
横幅标语尧网格微信群等载体袁进行入户入店宣传袁实现创文宣
传全覆盖袁切实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尧参与率与支持率曰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和网格员作用袁克服畏难情绪和侥幸心理袁进一步增
强创文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遥

全面整改提升遥 该镇将班子成员全部包保到 32 个村居渊社
区冤袁 干部职工包保到 238 个网格袁 协助网格员广泛开展乱堆
放尧乱种养尧乱拉挂尧乱停放尧乱张贴等治理工作曰聚焦全镇 419
个积存问题袁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袁把 16 个创建社区尧
24 个无物业小区尧38 条后街背巷尧52 个网格和机场路尧模范路尧
合八线作为整治重点袁举一反三袁以点带面袁全域推进遥

全程严查细督遥 该镇采取主要负责人轮流督查尧条线人员
常态巡查尧纪委全程严查的方式袁深入创文一线进行督查袁确保
不折不扣尧高质高效完成创文任务曰镇纪委强化执纪问责袁对不
作为尧慢作为尧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等问题的村居渊社区冤负责人
进行严肃追责袁推动野创文冶各项工作落实到位遥

全员参与尧全面整改尧全程严查要要要

合德镇打响“创文”攻坚战

日前袁 记者来到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
的盐城科阳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采访袁 走进
生产车间袁 看到一批

加工机台正在陆续进场安装调试袁另一边的生产车间内则开足马
力忙生产遥

野现在进场的设备是 CNC 高速钻孔机袁规划总数 2000 台袁
目前已经到场 1500 台袁 预计 9 月 10 日之前会达到 2000 台的规
模遥 冶公司副总经理朱斌告诉记者遥

据了解袁科阳电子科技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袁租用电子信息产
业园二期 6 万平方米厂房袁致力于发展电子科技尧信息通讯尧医疗
器械等产业袁 项目全部建成后袁 可年产 7500 万件 3C 电子消费
品尧30 万套医疗器械零部件以及 15 万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遥

野我们现在一边忙着安装调试设备袁一边忙生产袁预计到月
底袁销售额会达到 2500 万元要3000 万元遥 冶朱斌向记者介绍项目
建设生产情况遥

野项目全部投产后袁月销售额在 4500 万元左右遥 冶谈及未来发
展袁朱斌信心满满遥

科阳电子

赶工会战忙投产
本报记者 仇珺

生于好人之家袁他的父祖两代人守护烈士陵园 60 余
载曰长于英烈之乡袁他坚定信念立志做第三代守陵人曰乐
于奉献袁他默默助人数十载不求回报噎噎

在特庸镇袁提起王勇的爷爷尧父亲无人不知袁无人不
晓遥 祖父王万龙尧父亲孟金开都是特庸的野名人冶袁他们为
胡特庸烈士义务守陵 60 多年袁早已是特庸群众心中的道
德模范遥 生于这样一个好人家庭的王勇深受父祖熏陶袁多
年来时刻把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放心间遥

出生于 1963 年的王勇是特庸镇九里居村民袁敢闯敢
为尧爱心十足是他的天性遥 1995 年袁32 岁的王勇为了让家
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袁 在苏州兴达建材公司开始了打工生
涯袁什么活都干过袁什么苦都吃过遥 勤劳踏实尧做事认真负
责的王勇由于业绩突出,几乎每年都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
者袁凭着自己的努力付出袁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遥

与王勇相熟的人都说他为人大大咧咧袁 但就是这样
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也有心思细腻的一面遥 住在敬老院旁
边的他袁 每次回家看到孤寡老人时袁 都不免心生怜悯之

情遥 为了让老人们过得好一些袁从 2000 年开始每年春节
回来袁 王勇都会前往敬老院给老人们捐赠礼品尧 发压岁
钱遥 同村村民仇晓东家里有四个孩子读书袁一家六口人挤
在一间小房子里袁知道这件事的王勇二话不说袁主动捐助
5000 元袁帮助这一困难家庭改善生活袁让孩子们能有更好
的学习条件噎噎助人为乐的事情王勇做了很多袁他常说院
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他人袁做这些事情我感
到十分快乐袁这就足够了遥 冶

自幼年起袁爷爷和父亲几十年默默守护烈士陵墓袁让
王勇早早地就了解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袁 也让他毅然参与
到守护陵园队伍中来遥 多年前袁通往烈士陵园的道路不仅
坑坑洼洼袁而且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遥 一次袁学校组织学生
给烈士扫墓袁因为路实在不好走袁只好绕道而行遥 这件事
让王勇受到触动袁2006 年袁他拿出 3.5 万元积蓄袁个人出
资为陵园铺了 5 里长的水泥路袁与政府修的路连在一起袁
方便了人们前往陵园瞻仰尧祭扫遥 野虽然这笔钱在当时算
是多的袁但他毫不犹豫就拿出来了袁让我感到很欣慰遥 冶王

勇的父亲孟金开在谈到这件事袁 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自
豪感遥 有了这条水泥路袁每年清明,特庸镇党政机关尧企事
业单位尧学校组织人员来墓地祭拜先烈都非常方便遥

2013 年袁王勇辞去总经理职务毅然回到家乡袁在北洋
境内成立自己的建材公司要要要射阳县特庸镇尚春建材有
限公司遥 在外摸爬滚打多年袁他深切体会到打工的不易尧
创业的艰难袁待人真诚友善袁与客户交流沟通一诺千金袁
从不拖欠工人工资遥 经过多年努力袁尚春建材不断发展壮
大袁已经成为一家带动几十人就业尧总纳税近亿元的地方
野明星企业冶遥

收获了事业上的成功袁王勇依旧不忘回馈家乡遥 通往
烈士陵园的道路年久失修袁他捐赠 160 万元袁重修了一条
6 米宽的交通路遥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袁助人之所困尧帮人之所需袁做助
人为乐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袁王勇几十年如一日袁用实际行
动诠释凡人善举袁用爱心谱写扶贫济困尧善行乡里的时代
赞歌遥

王勇：凡人善举传递温暖爱心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栋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冤根据县
委统一部署袁9 月 8 日下午袁县委副
书记尧 代县长王宁赴射阳经济开发
区基层联系点袁开展野两在两同冶建
新功行动走访调研遥他强调袁全县上
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野七一冶重要讲话精神袁按照中央尧省
市委部署和县委十六届二次全会要
求袁深入开展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
动袁奋力推动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
射阳建设开好局尧起好步遥

王宁首先走访了省劳动模范袁
江苏双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尧名誉董事长朱克荣袁与他亲切交
流遥 该公司是一家拥有棉纺 18.4 万
锭尧棉布 3600 万米尧高档人造毛皮
250 万米尧 多孔砖 1 亿块以上和日
处理工业污水 2 万吨的生产能力袁
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射阳大米的多元
化发展的企业集团遥野企业发展近况
如何钥 冶野下一步发展规划有哪些钥 冶
在与朱克荣的交谈中袁 王宁详细了
解双山集团的发展历史及现状尧经
济运行尧产品结构尧产业和发展规划
等情况遥他表示袁双山集团作为射阳
老字号企业袁 为我县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他希望朱
克荣继续保持劳模本色袁发扬野领头
雁冶 精神袁 在生产上严格把关的同
时袁开展与业内企业的交流合作袁共
同促进和带动我县纺织企业成长与
发展袁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
功遥

近年来袁 我县把发展电子商务
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
工作来抓袁以示范创建为抓手袁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袁着力营造电子商务发展环境遥 截至目前袁已建
成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镇 2 个尧 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4 个尧市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 10 个袁各类电子商务经营主
体超 2000 家袁电子商务从业人员 1 万多人遥 在射阳头雁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袁创业大户张益兵讲述了自己的创业史遥王宁高
度赞扬他敢于尝试尧敢于拼搏的创业精神袁并勉励张益兵积极
发挥电子商务的优势袁 协助我县优势产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
牌袁解决农产品上行难尧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袁进一步提高
农民收入袁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力遥

王宁强调袁相关镇区尧部门要着力营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
境袁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袁要在招工尧创新尧
配套服务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袁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尧尽
快做大做强曰企业要加大改革力度袁开拓市场袁做大做强做优袁
带动产业层次提升袁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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芡实遍芳塘袁明珠截锦囊遥眼下袁正值芡实上市期袁新坍镇的
芡农迎来丰收季遥 走进该镇芡实种植基地袁大片水田尧沟塘河汊
里袁肥硕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袁芡农采割尧装运芡实的场景更是
随处可见遥

9 月 3 日下午袁波光粼粼的池塘里袁尤为平和叫来的帮工踩
着没膝的池水袁穿着硅胶裤子袁戴着厚厚手套袁就着一把镰刀尧一
个网袋袁在水田里采收芡实遥 只见他们熟练地翻动着叶片袁挑拣
着隐藏在下面的芡实遥 3 小时后袁载满茨实的小船回到岸边袁打
包装袋噎噎

野现在一天的销售量是 1 万斤左右袁往后会越来越多袁在苏
南市场袁我们的货供不应求遥 今年茨实种植面积 500 亩袁每亩产
量估计在 1500要2000 斤袁预计总产量在 80 万斤左右遥 冶尤为平
向记者算起一笔 野幸福账冶袁野今年总产值估计在 350 万元要400
万元之间袁纯利润能达到 180 万元要200 万元遥 冶

为平家庭农场之前种植传统经济作物袁 工作辛苦尧 收入微
薄遥 野芡实对生长环境有着严格要求袁我们这里正合适遥 冶自从三
年前接触到这个号称野水中人参冶的芡实后袁尤为平建起了芡实
种植基地袁收入也得到质的提升遥

新坍镇芡实种植基地不仅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袁 而且带动
村民实现野家门口冶就业遥野一天 100 块钱袁当天结算浴一年有两个
多月的采摘期袁也能挣六七千块钱袁这样的工作很适合我们在家
的农民遥既不耽误照顾家庭袁也不耽误农活袁还能带来经济收入袁
大家都抢着干浴 冶在基地打工的村民王喜凤的言语中满是喜悦遥

“水中人参”成致富“金果”
本报通讯员 吕伟伟 记者 周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