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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袁 漫步在千秋镇沙港村河湾家园社区袁桃
花灼灼笑在枝头袁远处长廊下袁四五个老婆婆戴着口罩
坐在凳子上悠闲地唠着家常噎噎一幅温馨祥和的美丽
村居图映入眼帘遥

野以前农村路道不好袁房子质量也不好袁这个小区环境
优美尧设施齐全袁住得相当舒服噎噎冶村民周德亮十分满
足袁今年初袁他儿子也选择在河湾小区购房作为婚房袁一家
四口生活在这里其乐融融遥

河湾家园是沙港村重点打造的生态亮点工程袁小区铺
设了 1.5 公里循环路网袁建设了 1500 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
心袁小区内还有文化活动场地尧农资超市和标准化篮球场
等基础设施袁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遥

野现在袁河湾家园项目一期二期入住率达到 80%袁三期
工程项目也已完成袁不少居民正在装修遥 冶村干部石阳阳介
绍道遥

穿过长廊袁 记者见到被白色栅栏围起来的污水处理
站遥 野平时小区 307 户居民生活废水全部到这边处理袁日处
理量达到 20 吨遥 冶石阳阳向记者介绍道袁野小区还大力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袁 宣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村规民约袁
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遥 冶

近年来袁沙港村重点实施农村垃圾整治尧村容村貌整
治尧村庄绿化美化尧村庄道路通达尧清洁能源推广尧农户卫
生改厕等工程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袁全面发展种尧养尧加产
业袁今年初成功创成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遥

野今年袁我们将把沙港村人居环境提升和生态绿色环保
的典型做法向全镇 18 个村居推广袁计划将 5 个村居申报为
市级生态文明示范村袁1要2 个村居申报为省级生态文明示
范村遥 冶千秋镇建设和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蔡银满表示遥

生态文明“美”沙港
本报记者 刘杜娟

日前袁 记者来到
位于黄沙港镇新材料
产业园内的亿斯特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采
访袁只见生产车间内袁
制片机尧 卷绕机等各

种智能设备高速运转袁 数十名工人正在一排排锂电池生产线上紧张
作业曰车间门口袁几台叉车来回穿梭袁将一箱箱锂电池装上货车袁发往
全国各地遥 野最近正在赶制的是一批发往浙江的锂电池袁马上就要交
付遥 进入二季度袁订单增量很大袁总计 5000 万元袁生产线一直处于满
负荷生产状态遥 冶公司总经理雷忠华告诉记者遥

亿斯特公司主要从事聚合物锂离子尧圆柱动力电芯和圆柱动力电
池组产品电池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袁产品广泛应用于移动电源尧玩具尧
电脑尧机器人尧数码相机尧对讲机以及电动工具尧路灯尧储能设备等领域遥

近年来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袁加之电池原材料涨价袁该公司在
用现金锁定原材料价格的同时袁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袁提高生产效
率袁扩大市场占有率遥 野目前袁研发投入已经达到 7200 万元袁11 项专
利正在审批中袁主要研发高倍率尧耐低温电池袁用于北方新能源电动
汽车袁这将进一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遥 冶正在调试生产设备的总工
程师董贵丰如是说遥

进入 2022 年袁该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通过线上谈
判尧云上签约的方式袁不断拓宽销售渠道遥 目前袁生产计划已经排到 7
月份袁预计全年销售额可达 2.4 亿元遥 野十四五时期是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红利期袁 我们有实力也有信心在未来三至五年将生产能力扩大
到 2GWH袁占据更多市场份额遥 冶雷忠华谈起未来发展信心满满遥

亿斯特能源

站上产业“风口”
本报记者 高陈斌 通讯员 王荣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顾鹏程
陈双双冤日前袁记者从县农业农村局获悉袁叶射阳
县 野十四五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曳
正式出炉袁将围绕打造野三美一高冶渊生态美尧环
境美尧人文美尧管理水平高冤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目标袁进一步提升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品质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遥预计到 2025 年袁我县将创建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镇 2 个尧 示范村 25
个遥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袁我县
将始终坚持野规划引领尧因地制宜尧乡土特色尧农
民主体尧协同发力冶等原则袁着力开展野十大行
动冶袁包括野厕所革命冶提升行动尧生活污水治理提
升行动尧生活垃圾治理提升行动尧农业废弃物治
理提升行动尧村庄清洁提升行动尧农房改善持续
推进行动尧生态河道提升行动尧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行动尧示范创建提升行动尧长效管理水平提升
行动遥

因地制宜推进整治遥 我县要求各镇区根据自
身基础尧发展定位袁分类确定治理标准和目标任

务袁分村分类分档推进袁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同自然资源禀赋尧经济社会发展尧民俗风土
人情相适应遥 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袁保护传承农耕
文化袁保留乡村特色风貌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袁突
出射阳特色袁打造立足乡土社会尧富有地域特色尧
承载田园乡愁尧体现现代文明的乡村形态袁推动
广大乡村实现从干净整洁到美丽宜居的跃迁遥

协同发力推进整治遥 我县将建立党委政府牵
头抓总尧各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尧共同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机制袁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
全面领导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党政一
把手工程袁主要负责同志当好一线指挥袁亲自研
究部署袁选优配强一线干部队伍袁确保农村人居
环境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遥 各牵头部门切
实担起责任袁发挥部门优势袁整合项目资金袁加强
人员配置袁同向精准发力袁合力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遥 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袁主动参与袁积
极作为袁形成横向纵向野一盘棋冶工作格局遥

凝心聚力推进整治遥 我县在尊重农民意愿的
基础上袁建立健全政府尧市场尧村集体尧农民等多
方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机制袁 增强价值认同袁
凝聚整体合力遥 充分发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联席
会议办公室牵头作用袁开展常态化督查和考核评
价袁健全激励问责机制遥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
导向作用袁在电视尧广播尧报纸尧网络等媒体上设
立专题专栏袁加大宣传力度袁合力营造全社会共
同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遥

野十四五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方案新鲜出炉要要要

我县精心描绘现代“富春山居图”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湘莉 张彩虹 董
素印冤4 月 8 日上午袁在县行政审批局不动产
野一件事冶窗口袁全省首例野成套房补办出让冶
一件事正在上线办理院材料受理审核尧出让尧
过户尧缴费尧出证等环节全部手续有条不紊现
场办理袁当天上午袁购房者杨某夫妇便从窗口
工作人员手中拿到新办的叶不动产权证书曳遥

市民杨某夫妇购买姜某夫妇坐落于县
城邮电巷的住房袁 姜某夫妇是划拨土地的
老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袁 听说买卖交易涉及
的手续比较繁琐袁 整个办理过程需要 5 天
办结袁 且需要往返县行政审批局不动产窗
口三趟遥 由于单位工作岗位特殊袁不便连续
请假袁他正为如何过户而烦恼袁听说县行政
审批局正在推行野成套房补办出让一件事冶
改革袁便向单位请了半天假袁买卖双方相约
前来窗口申办过户遥 当买卖双方仅半个工
作日就办完房屋过户相关手续时袁 赞不绝
口袁连声致谢遥

4 月份以来袁县行政审批局率先开展野非
税收入征收冶一件事改革袁结合行政审批服务
实际情况袁重点首推贴近市民日常生活尧涉及
面较广尧办件量较大的野成套房补办出让冶这
个野非税收入征收冶事项遥通过全面梳理尧流程
再造袁将原本涉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尧不动产
登记中心尧 税务局等多个部门 5 个环节尧14
份申请材料尧5 日内办结的审批事项整合成
一个环节袁实行野一窗受理尧一表申请尧一次办
结冶袁通过部门协同尧信息共享袁全流程优化袁
只需申请人提供 4 份材料袁 申请人在 1 个工
作日内可成功办理土地出让费尧税费缴纳等
房屋过户全部手续袁快速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袁
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尧减少了业务办理时
间袁更减少了材料的递交人数袁实现野成套房补办出让冶一件
事办理质效双提升遥

省
首
例
﹃
成
套
房
补
办
出
让
﹄
一
件
事
当
日
办
结

位于射阳经济开
发区的江苏华群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研发尧生产尧加工尧
销售 CNC 中心于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袁 加工母机全部从
国外进口袁 产品质量
可达到微米级袁 数控
机床零部件自产率达
70%遥当前袁该公司对
照二季度既定的目标
任务袁 组织员工加快
订单生产袁 全力确保
野双过半冶遥 图为该公
司忙碌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民冤4
月 12 日晚袁 省长许昆林在扬州主持召开
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袁 落实省委
要求袁部署安排疫情防控重点工作袁推动
全省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遥 省会结束
后袁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周斌主持召开续
会袁调度部署现阶段全市疫情防控工作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
组织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实况遥 县委书记
吴冈玉尧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尧县政
协主席邱德兵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在听取苏州尧 镇江尧 南通尧 南京尧淮
安尧连云港尧宿迁尧扬州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汇报后袁许昆林指出袁我省局部聚集性
疫情仍在发展之中袁点多尧面广尧频发的
态势还没有根本扭转袁 稍有不慎就有可
能前功尽弃遥 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和干劲袁早日实现社会面清零袁守住不出
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遥 要严格隔离
管控措施袁更加精准地识别风险尧发现风
险尧管控风险袁尽可能地把风险控制消除
在最小单元遥 要全力保障货运物流畅通袁
有序做好高速公路服务区和高速收费站
开放工作袁 加强路网调度袁 及时疏解拥
堵袁 优化上海方向重要物资运输保障措
施袁做好服务区滞留人员服务保障遥 要进
一步完善政策措施袁 千方百计帮助市场
主体纾困解难袁 竭尽全力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袁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需求遥 要强化
联动协作袁坚持长三角野一盘棋冶尧全省
野一盘棋冶袁 对支援上海返苏人员实行闭
环管理袁 省内城市之间加强跨区域协同
防控袁形成疫情防控工作合力遥

省会结束后袁市随即召开续会袁认真
贯彻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精神袁专
题研究来盐返盐货车全程监管工作袁调度
部署全市防控重点任务遥 周斌强调袁各地
各部门要坚持科学精准袁进一步摸清重点
地区来盐返盐人员底数袁严密防范未经报
备隐匿潜入袁切实筑牢外防输入屏障遥 要
突出全程闭环袁坚持野人尧物尧环境冶同防袁
严格落实野点对点冶闭环管理措施袁坚决
阻断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遥 要借助科技
手段袁优化整合野盐之无疫冶野盐货通冶野毕
现冶等程序袁为精准防控提供更好科技支
撑遥 要保障物流畅通袁 注重区域协同尧信
息互通袁加强路网监测调度袁全力做好重
点物资运输工作遥 要彰显人文关怀袁进一
步关注细节尧优化流程袁认真做好滞留车
辆人员服务保障工作袁确保服务区野好进
快出冶遥 要强化安全保障袁分类精准实施
通行管理袁严禁防控措施简单化袁持续强
化野两客一危一货冶重点车辆监管袁推动
道路运输生产形势稳定向好遥 要突出重
点再发力袁进一步抓好服务区疫情防控袁
坚决把闭环管理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曰进
一步加强邮政快递行业管理袁做到快件全
面消杀尧人员全部检测曰进一步守牢水路
防线袁确保野逢船必查尧逢人必检尧不漏一
人冶遥

就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袁做好我县
疫情防控工作袁吴冈玉强调袁要加强外来
人员管控袁聚焦道路卡口尧港口码头等重
点部位袁 统筹资源力量袁 过细开展排查袁

落实闭环要求袁牢牢守住外防输入关口遥 要持续聚焦重点人群袁加
大核酸筛查力度袁优化采样点位布局袁强化人员力量配备袁确保重
点人群应检尽检尧一人不漏遥

县领导陈俊尧付阳尧胥亮亮尧刘成志尧陶晓林尧李东参加射阳分
会场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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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彭岭冤4 月 12 日袁市委副书
记尧统战部部长羊维达来射调研环境信访问题遥 他强调袁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提高政治站位袁深刻
警醒反思袁坚决有力尧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
交办件的整改落实袁为盐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作出
射阳贡献遥 县委书记吴冈玉尧县委副书记孙庆树陪同遥

羊维达来到位于黄沙港镇东方村的强盛建材厂袁听
取相关情况汇报袁实地察看整改进展情况遥 他强调袁各级
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袁把抓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袁以更高标准尧更严要求尧更硬措施袁坚决打赢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要坚持实事求是袁敢于动真碰硬袁对存
在的问题不回避尧不遮掩尧不推脱袁即知即改尧立行立改袁
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群众尧组织尧历史的检验遥 要坚持举
一反三尧标本兼治袁细化整改方案袁明确进度时限袁加强
督查检查袁杜绝敷衍整改尧虚假整改袁全力解决好群众反
映强烈的环保问题袁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遥

江苏银宝光明牧业有限公司是长三角最大的娟姗

牛奶源基地袁牧场占地超一千亩尧牛只存栏七千头遥 羊
维达深入企业生产车间袁 一一核实督察组交办信访件
中反映的问题袁 并对企业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遥 他指
出袁 生态环保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决不能突破的红线
和底线袁银宝光明牧业有限公司要扛起国企应有担当袁
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袁着力补齐漏洞短板袁完善污水
处理等环保设施建设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袁推动企业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遥

副县长陈剑峰参加活动遥

羊维达来射调研环境信访问题
吴冈玉孙庆树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