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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经过测温尧查询场所码尧登记等
手续后袁 记者走进位于射阳县高新科技创
业园内的智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袁 耳边充
斥着机械轰鸣声袁 高速运转的全自动激光
切割机精准切割着钢材袁 并将切割完成的
材料送到指定位置遥

野这台 3000 瓦激光切割机是我们前年
从江苏扬力集团引进的袁 它的优点是效率
高尧精度高袁和以往的人工剪板机相比袁效
率可以提高两到三倍遥冶公司副总经理何卫
军介绍道袁野今年袁 我们已实现开票销售
3000 万元袁 目前在手订单有 4000 多万
元遥 冶

作为一家老牌机械制造企业袁 该公司
目前拥有机械加工设备百余台套袁 不仅是
压力容器的定点生产单位袁 还获得国家特
种设备渊压力容器冤设计尧制造许可资质遥多
年来袁 该公司致力于碳钢和不锈钢压力容
器尧 化纤机械及纺织机械等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袁因为质量过硬袁产品远销越南尧泰国尧
印尼等国家遥

近年来袁由于受疫情影响袁国内外机械
制造市场低迷遥该公司是如何实现野洼地起
跳冶袁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的钥 何卫军的一
席话道出个中玄机院野我们公司拥有专业的

加工中心尧精湛的加工团队袁坚持科技创新与设备升级同步
推进遥 今年投入近 300 万元新上全自动激光切割机尧 卷板
机尧车床等加工设备遥 只有掌握行业领先技术袁才能占据更
多的市场份额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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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沙港镇生态造纸
园区内的盛宝仑 20 万吨特
种纸项目总投资 10.2亿元袁
建筑面积 58000平方米袁其
中主体厂房 55000平方米袁
购置五叠网多缸造纸机袁配
套备浆尧 流沙尧 抄造等设备
100多台套袁 可年产特种纸
20 万吨袁 目前正在安装设
备袁 预计 10 月份投产后年
可实现开票销售 10 亿元遥
图为设备安装现场遥

吴贵民 王荣 摄

本报讯渊通讯员 沈嘉辉 郑洁 董素印冤
4 月 1 日袁 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的冯女士向
县行政审批局企业开办窗口电话咨询院 江苏射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河支行等 16
家分支机构准备申请办理负责人变更登记袁疫
情期间如何操作钥 窗口工作人员随即告知需要
提交的材料袁 并指导她到江苏政务网下载所需
申请表格袁说明填写注意事项袁并告知其如果不
便到场提交袁可以通过邮寄申请遥 当天下午袁窗
口就收到 16 份变更申请材料袁工作人员当天办
结后于第二天将新执照全部邮件寄回遥 经办人
冯女士收到新执照后特地来电表达谢意遥

按照疫情防控期间人员不聚集的要求袁县
行政审批局推行野网上办尧掌上办尧码上办冶等
野非接触式冶办理袁实时做好企业和创业群众在
线办理事项的解答与指导袁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
上袁开辟绿色通道袁采取线上不见面审批尧线下
预约办尧当场办结等措施袁实现即来即办尧即办
即走袁减少申请人在市民中心等待逗留时间遥

该局提倡足不出户线上办袁 通过微信公众
号推送尧网页公告尧图文演示申报流程等方式袁
大力倡导办事企业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进行登
记事项网上申报袁同时开通专线咨询电话袁落实
专人对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实时解
答尧 全程指导遥 针对部分申请人无法到现场办
理的实际袁推广采用视频签字等方式确认材料曰
对于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和证照送达的袁 指导企
业完成材料准备袁 提供 EMS 免费邮寄服务袁由
快递人员上门取送袁避免接触袁降低传染风险遥3
月初以来袁 该局共办理线上企业注册登记 400
余件袁预约办件 50 余件袁接受电话咨询 300 余
人次遥

企业开办专区工作人员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袁 投身市民中心
疫情防控工作袁劝导办事群众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尧保持一米距离袁
查验健康码尧行程码袁劝返行程码不合格人员袁帮助群众登记场所
码等袁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大厅运行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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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孙浩冤为做好射阳港口岸国家级验收工作袁
年初以来袁县商务局集中人力袁落实责任袁靠前指挥袁全力做好冲刺
扫尾工作袁确保顺利通过验收遥

重抓口岸硬件设施建设遥在口岸查验基础设施方面袁监管区实
现全封闭袁各限定区域划定完成袁各类标识标牌安装到位曰查验用
房尧初筛实验室尧喷淋消毒用房等单体建筑全部建成曰信息化尧智能
化设施建设到位袁实现联网曰主卡口建设完成 90%工作量袁查验设
备采购安装完成 85%工作量遥 在办公生活设施方面袁总建筑面积约
13400 平方米的 3 幢办公生活楼土建工程和外立面装潢完成袁内
部装潢已完成 80%工作量曰硬件设施近期全部完成袁达到国家验收
标准遥

重抓口岸软件资料完善遥 该局建立健全口岸安全运行机制及
配套管理制度袁主要包括口岸开放综合应急预案尧口岸开放管理制
度尧疫情防控制度尧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制度等遥 目前袁相关机制尧制
度已基本建立袁 口岸开放综合应急预案和口岸限定区域公告正在
走发布流程遥

重抓联检部门服务保障遥该局先后与盐城海关尧盐城边检站签
订口岸开放合作备忘录袁组织海关尧边检协管员招聘曰积极与财政
部门对接袁将口岸相关经费全部列入财政预算曰推动射阳国投集团
加快建设边检警营农场袁实现农副产品正常供应遥

重抓口岸疫情精准防控遥该局坚持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弹冶总策
略袁织密筑牢疫情防线袁组织疫情防控培训 9 场次尧疫情防控实战
演练 4 场次遥射阳港开发集团所有员工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尧两
次健康监测袁96 名员工除 3 名禁忌人员外全部接种疫苗加强针遥

县商务局

认真填写射阳港一类口岸“国考”“答题卡”

野多亏县金融监管局领导帮助协调银行及时办理授信
贷款袁让我们渡过了疫情时期生产经营难关遥冶日前袁康乐医
疗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国平向记者吐露了心声遥 该公司是一
家专门从事一次性氧气面罩尧一次性医用口罩生产的企业袁
近期由于受疫情影响袁资金回笼缓慢袁生产陷入困境遥 县金
融监管局负责人获悉后立即联系江苏银行射阳支行袁 请他
们派员上门了解企业融资需求袁加班加点袁迅速为企业办理
授信 800 万元袁解了该公司的燃眉之急遥

近期袁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袁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袁县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尧县政府决策部署袁
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袁 有序做好疫情防控与金融服
务保障工作袁确保疫情背景下的金融服务野不断档冶遥

阻击有野力度冶袁构筑疫情野防火墙冶
3 月 15 日以来袁县金融监管局全体人员出动袁分赴县

城金融网点查看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袁 确保全县金融系
统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落地尧落实尧落细遥

3 月初以来袁县金融监管局坚持野外防输入冶总策略袁加
强督查指导袁 全面落实防疫责任袁 要求各银行强化员工管
理尧网点管理和应急管理袁最大限度保证员工和客户的健康
安全遥

为提升服务企业精准度袁 县金融监管局组织各金融机
构第一时间走访服务挂钩企业袁 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
体责任袁重点督查企业厂区封闭式管理尧员工佩戴口罩尧量
体温验野两码冶尧防疫物资储备尧消毒消杀等工作开展情况袁
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困难遥

对接有野精度冶袁政银共绘野同心圆冶
疫情背景下的企业发展常常遇到资金瓶颈袁 正需要政

府部门及金融行业的鼎力扶持遥县金融监管局审时度势袁因
势利导袁积极开展政银企线上对接活动袁引导金融机构高效
做好金融服务袁开辟绿色信贷通道袁按照特事特办尧急事急
办原则袁以最快速度启动响应机制袁确保第一时间办结相关
业务遥

我县科技型小微企业要要要盐城市新聚益油脂科技有限
公司受疫情影响袁原材料价格一直上涨袁利润空间被挤压袁
待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时袁 由于企业下游客户部分产品出
口国外袁 资金回笼期延长袁 企业无充足资金进行原材料采
购遥射阳太商村镇银行知晓情况后袁仅几天时间就成功为其
发放 3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袁用于购买原材料袁为企业节省
原材料货款近 20 万元遥

射阳鑫智广告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袁 近期急需流

动资金袁华夏银行射阳支行公司客户部获悉后袁第一时间上
门拜访袁洽谈业务合作袁仅用 4 天就完成 500 万元贷款申报
及发放工作袁赢得客户高度赞誉遥

服务有野温度冶袁政策惠企野暖意融冶
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袁助力企业恢复生产袁我县银行业

金融机构立足服务实体企业袁主动作为袁靠前担当袁实施利
率优惠政策袁为企业到期转贷提供便利袁全力以赴助小微企
业渡难关遥

盐城华誉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受疫情期间原材料价格
上涨影响袁经营陷入困境遥工行射阳支行主动向企业宣传优
惠政策袁帮助企业在贷款到期前成功办理无还本续贷袁实现
转贷野无缝对接冶袁并将贷款利率由原来的年利率 4.785%降
至 4.35%遥 同时袁加强账户结算尧代发工资等系列服务袁杜绝
收取小微企业利息之外的其他一切费用袁 不强行搭售与贷
款无关的金融产品袁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担袁将小微企业费
用减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遥

邮储银行射阳支行将仁军禽蛋专业合作社授信额度从
200 万元增至 500 万元袁并下调 0.5%利率遥 企业负责人对邮
储银行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大行担当表示高度赞扬和肯
定袁对其普惠产品申请的便利性尧申请支用的快捷性非常满
意遥

前期疫情缓和期间袁 江苏申杰活性炭纤维应用科技有
限公司主营业务由生产普通民用防护口罩转向技术含量更
高的防毒口罩尧防毒面具尧滤毒盒研发和销售袁射阳农商银
行为其转型升级解决资金需求 300 万元遥近期袁射阳农商银
行还秉持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加大扶持力度的原则袁 帮助
该企业到期贷款继续转贷袁切实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营遥

为防疫贡献“金融力量”
要要要 县金融监管局推进金融服务纪实

本报通讯员 葛富海 华琪 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4 月 7 日上午袁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周斌主持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推
进会袁对我市督察整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遥 他强调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坚决扛起生态环
境保护政治责任袁以更高标准尧更实举措尧更硬作风袁直面
问题尧举一反三袁立行立改尧彻底整改袁推动我市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稳定改善遥市委副书记尧市委统战部部长羊维达
出席会议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组
织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实况遥县委书记吴冈玉尧县委副书记
孙庆树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周斌指出袁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强化政治意识袁扛起政治责任袁坚持
实事求是袁敢于动真碰硬袁用好督查利器袁杜绝野一关了
之冶袁确保整改结果群众满意尧组织放心尧经得起历史检
验遥 要严肃认真袁 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高度重

视袁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袁第一时间查实情况尧第一时
间研究会办尧第一时间落实整改袁确保高标准高质量迅速
完成整改任务曰对各类交办事项袁要树牢野一盘棋冶思想袁
主动向前一步袁密切协作配合袁形成工作合力袁不留死角
盲区遥

周斌强调袁 要压实整改责任袁 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尧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袁建立健全第三方监测
评估尧群众举报奖励等制度袁加大跟踪督查力度袁加快构
建政府尧企业尧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袁牢牢守住
安全环保底线遥 要强化纪律规矩袁严肃请示报告尧保密工
作和疫情防控纪律袁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开展遥要
完善治理体系袁坚持点面尧长短尧疏堵尧管帮相结合袁加强
研究谋划袁强化精准施策袁依法依规落实整治措施袁主动
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袁 着力推动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遥 要优化工作机制袁提升服务保障工作质量与水平袁为

顺利完成本轮生态环保督察提供坚实保障遥
市会结束后袁我县召开续会部署相关工作遥 吴冈玉

强调袁 全县上下要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袁
坚持问题导向尧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袁把握督察重点袁压
实整改责任袁 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遥 要狠抓问题整
改袁 对照上级交办的生态环境问题清单袁 坚持依法依
规袁严格整改标准袁倒排时间节点袁确保按时限高标准
整改到位遥 要突出标本兼治袁 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袁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袁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袁让绿色成为我
县高质量发展鲜明底色遥 要加强常态监管袁持续开展蓝
天尧碧水尧净土野三大保卫战冶袁强化保护区日常巡查袁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袁全面提升我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水平遥

县领导陈俊尧尹胤祥尧洪磊尧徐旭东尧陈剑峰出席射阳
分会场会议遥

县收视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推进会实况

吴冈玉孙庆树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野你这一车 15 箱袁45 斤一箱袁一共 675 斤遥 冶野邹德兵家这
一车 22 箱袁一共 990 斤遥 冶4 月 7 日上午袁在海河镇万亩有机
果蔬园区内袁种植户正一车车地将分拣包装好的西葫芦过磅尧
抬上卡车袁经纪人在一旁边称重尧边报账遥 野我种植了 8 个蔬菜
大棚袁一共 40 多亩地袁种的都是西葫芦遥 今年市场行情不错袁
往年一个棚能挣 2 万多元袁今年每个棚能挣 3 万多元遥 冶六份
居委会种植户邹德兵抹了把脸上的汗水袁笑着对记者说遥

海河镇万亩有机果蔬园现有面积 10600 亩袁 其中温室大
棚 6500 亩尧钢架大棚 2000 亩袁主要种植西葫芦袁年产西葫芦
6 万吨袁主要销往上海尧浙江尧苏锡常等城市的菜场和超市遥野我
们万亩有机果蔬园年总产值达 2 亿元袁亩均收益在 6000 元以
上袁常年用工 800 人袁每年能够为群众增加工资性收入 2000
万元遥 冶园区负责人吴必灿告诉记者遥

走进西葫芦种植大棚袁 翠绿的西葫芦藤蔓沿着垂下的丝
线向上攀附袁鹅黄色的花朵在叶片间开放袁一个个西葫芦正在
枝头等待采摘遥 野最近天气转暖袁西葫芦进入生长旺盛期袁个头
每天都要窜一窜遥 冶吴必灿说袁现在已接近西葫芦生长末期袁到
5 月中旬大棚西葫芦就要下市了袁种植户开始养肥地力袁等待
10 月中旬的下一轮播种遥

野针对近阶段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袁我们实行货物运输全
闭环管理袁来园区的货车均需提前一天报备袁备好身份证尧驾
驶证尧行驶证尧健康码尧行程码尧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等材料
随时查验遥报备后的车辆也有专人跟踪服务袁从进入海河境内
开始上货到装满货离开海河都有工作人员接送遥冶吴必灿告诉
记者袁园区疫情防控小组对入园货车严格规范检查袁园区每日
发货量在 80 吨左右遥

西葫芦种植不仅让大批种植户尧经纪人吃上野产业饭冶袁当
地的剩余劳动力也享受到了野产业红利冶遥野我就住在附近袁来这
边打工工作量也不大袁一天能挣 90 块钱遥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
这样的工作袁我很满意遥 冶正在摘西葫芦的工人刘玉芹笑着说遥

小小西葫芦成就富民大梦想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峻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