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一版冤
凤凰文化广场尧盐射高速等项目施工现场袁洋溢着大干快干尧

抢抓工期的热潮遥 唐敬叮嘱项目负责人要在抓好疫情防控尧 施工
安全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袁上足人力尧打足机台尧套搭推进袁加快建
设步伐遥 人力资源产业园项目已竣工袁本月将入驻开园运行遥 唐敬
指出袁射阳要发挥好人力资源产业园野筑巢引凤冶作用袁建立人才招
引尧供需对接长效机制袁为区域人才结构优化和人才高效配置提供
有力保障遥

在调研中袁唐敬要求袁要加强对疫情形势分析研判袁积极利用
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袁精准落实科学有效举措袁为企业健康运行创
造最优环境尧提供最优服务遥要畅通物流通道袁出台优惠政策袁推广
使用野盐货通冶袁打通物流运输堵点袁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遥

唐敬还到锡斌光电尧荣威体育用品尧金刚星尧核酸检测基地等
现场调研遥

县领导王海兵尧胥亮亮尧陶晓林参加活动遥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
精准施策助企纾困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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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渊生态环境部
4 号令冤等文件的要求袁现将盐城港射阳港区通用码头
四期工程环境影响事宜进行信息公开袁内容如下院

一尧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 络 连 接 院http://www.sheyangport.com/sygk/
mtzx/20220412/002002_d9cb2484-7278-4960-9357-
da4dba0ba860.htm

纸质报告书查阅途径院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地址或
环评单位所在地查阅遥

二尧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可能受建设项目影

响的公众及关心本项目的公众遥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 络 连 接 院http://www.sheyangport.com/sygk/

mtzx/20220412/002002_d9cb2484 -7278 -4960 -
9357-da4dba0ba860.htm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尧传真尧电子邮件或者来电等方

式袁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反馈给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袁反馈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和建议遥 公众提交意见时袁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袁
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遥

五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遥
六尧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院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院射阳县射阳港经济开发区邮电路 1 号
联 系 人院陈工 联系电话院051582201600
E-mail院385090760@qq.com
七尧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机构名称院南京华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院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信息新材料产业

园 670 号
联 系 人院余工 联系电话院13770763995
E-mail院1219149921@qq.com

江苏盐城港射阳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盐城港射阳港区通用码头四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为进一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 坚持生态
优先尧绿色发展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袁鼓励
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袁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
污染问题袁 现公布环保举报投诉热线电话院12345曰

0515-82332411袁欢迎广大人民群众举报投诉遥
特此公告遥

射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21日

关于公布射阳县生态环境问题举报热线的公告

坐落在黄沙港镇的江苏盛嘉仑纸业有限公司总投资达 1.8亿元袁年生产 10万吨高强度瓦楞纸袁产值达 4.5
亿元遥目前袁该企业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两手抓袁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袁狠抓节能降耗袁努力提高效益袁为实现上半
年经济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遥 图为该企业工人正在装运成品瓦楞纸遥 王荣 摄

野北有五常袁南有射阳冶袁提起射阳大米袁县人大代表
刘必新是个领军人物遥他现任县十六届人大代表尧县粮食
行业协会副会长尧盐城市必新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遥凭着
对射阳大米事业的挚爱袁他白手起家袁历经艰辛袁成功走
出一条勇于创业尧精于创新尧长于创牌的野三创冶之路袁他
的企业也成为射阳大米核心企业规模化尧标准化尧品牌化
发展的标杆遥

勇于创业
刘必新出生在我县一个农民家庭袁学校毕业回乡后袁

就立志要为家乡发展尽力拼搏遥 他依据家乡农业是主导
产业的特点袁用自己在外打工攒下的 20 余万元在村里开
办了一家农资门市袁全心全意服务家乡父老袁不论是种植
大户还是单户农民袁只要一个电话或是信息袁农资马上送
到位遥 经过几年打拼袁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遥

随着农村土地的大量流转袁 种田大户和小农场对农
资服务提出新要求遥 2011 年 2 月袁刘必新审时度势袁筹资
400 万元袁注册创办了射阳县华农化肥贸易有限公司袁招
聘农村富余劳动力 20 余名袁 千方百计扩大服务范围袁提
升服务能力遥 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独特的经营理念使公司
异军突起袁成为当地最大的农资服务团队遥 2011 年 9 月袁
他创办的射阳华农公司成为山东瑞星集团化肥江苏总代
理袁河南心连心企业尧晋煤集团双多公司射阳总代理袁实
现年销售化肥 30 多万吨遥

近几年袁射阳大米享誉大江南北袁有着 25 万亩水稻
面积的江苏野味稻小镇冶海河镇成为射阳大米的主产区袁
创办一个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成了刘必新的新目标遥
2016 年 8 月袁他与同乡合作袁登记成立了肥粮通集团射
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盐城必新米业有限公司袁 投入
5400 万元袁新建了 2 万吨仓库尧年产 10 万吨的大米生产
线袁一举成为射阳大米品牌的核心企业遥

创业没有止境遥 刘必新通过带领团队到外省市考察
市场袁他深感大米市场商机无限袁毅然决定新上大米加工

二期项目遥 今年 3 月 12 日袁投资 5000 万元年产 18 万吨
大米的现代化生产线顺利开工遥

精于创新
刘必新文化程度不高袁 可他从创业伊始就十分注重

学习研究袁坚持把创新贯穿于经营企业的全过程遥
首先是创新思路遥单纯办一个米厂容易袁可原粮来源

是个问题遥 有了粮源袁质量如何保证钥 新上中高端大米产
品袁又离不开优质的稻谷遥 他总结农资销售的经验体会袁
深感一条龙经营的重要遥 于是袁他决定延长产业链袁打造
供应链袁追寻价值链袁实施全大米全产业链发展遥 他在公
司周围村居流转土地 2400 亩袁 作为企业直接的生产基
地遥 为取得可靠粮源袁每年落实订单粮食面积 5 万亩遥 新
粮上市时间紧袁粮食含水量高袁必须及时烘干入库遥为此袁
他配套新上了日烘干谷物 650 吨的烘干流水线遥 面对日
趋多元的市场需求袁他开发了大米系列产品袁大小包装生
产线一应俱全遥

其次是创新技术遥大米加工过去多是小作坊袁现在则
是现代化的流水线遥谈起大米的加工工艺袁他现在是头头
是道尧烂熟于心遥 从一个门外汉到生产行家袁刘必新是下
足了功夫遥 在设备安装调试尧工艺改进等方面袁他带领团
队刻苦钻研袁不断攻关袁先后获得 苑 项发明专利遥 一种大
米加工高效磁选装置袁大米加工晾晒装置袁大米加工用高
效研磨装置袁大米加工用新型凉米仓袁大米精加工阶梯形
吸式去石机袁高效筛米机构袁具有除杂效果的大米烘干机
等遥 这些专利技术的应用袁不仅增加了生产能力袁提升了
产品质量袁更是降低了成本袁创造了可观效益遥

再次是管理创新遥他着力打造一个精干的管理团队袁
自己亲力亲为袁管理层每个人都身兼几职遥中层管理人员
实行竞聘上岗袁特岗人员安全健康保护到位袁特种设备操
作人员持证上岗遥他从强化基础管理入手袁企业质量管理
体系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尧环境管理体系三大认证俱全遥
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袁带头执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袁

实施证码合一袁由过去纸质的产品合格证变为追溯码袁将
射阳大米品牌二维码和企业产品信息二维码同时印制在
大米包装物上袁便于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扫码查询遥

长于创牌
刘必新深知袁再好的大米袁如果不走品牌之路袁最终

还是野酒香十里人不识冶遥 他先后注册了必新尧天然香尧席
珍珠等 远 枚商标袁确立了野高端大米树品牌尧精品大米创
效益尧普通大米抢市场冶的营销策略遥

他带领团队不辞辛苦袁走南闯北袁从参加展示展销到
专场推介袁从联结众多经销商到与中粮集团尧益海粮油尧
苏州大学等大型国企和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袁 充分发
挥民营企业快速决断尧敢作敢为的优势袁终于既稳定了江
浙沪地区传统市场袁又开拓了云贵川渝地区新的销路遥市
场占有率的提升离不开品牌的支撑遥 他坚持按照高于国
家行业标准的射阳大米生产团体标准袁实施标准化生产袁
确保产品质量袁打牢创牌基础曰不断自我加压袁制定了品
牌创建计划袁年年都有新目标遥 近三年袁收获了多项省部
级荣誉和称号遥 2019 年袁有 猿 个品牌大米获颁绿色食品
证书袁企业获评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曰2020 年野必
新冶 大米被评为江苏绿色优质农产品尧野中国十大好吃米
饭冶曰2021 年袁企业进入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目录遥付出终有回报袁现在的野必新冶大米市场美誉与日俱
增袁成为用户的抢手货袁2021 年公司实现销售 1.6 亿元遥

野我生长在农村尧发展在家乡袁关心关注社会是有担
当人的责任遥冶刘必新不忘践行自己的诺言遥多年来袁他吸
纳 缘0 多名富余劳动力进企业和基地打工袁职工的年收入
达到 愿原员园 万元曰面对困难群众袁刘必新是尽己所能袁常
到养老院慰问老人袁到贫困户送钱送物遥刘必新的创业成
就和爱心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遥 他已连任两
届县人大代表袁 从一个农村百姓逐步成长为一个农民企
业家袁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遥

一个农民企业家的野三创冶之路
要要要记县人大代表尧盐城市必新米业公司总经理刘必新

本报通讯员 少华 昌池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冤目前袁正是春耕的关
键时期袁走进合德镇袁一辆辆翻耕机翻起肥沃的土壤袁种粮户忙着备
好农资袁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野传经送宝冶噎噎一派火热的春耕景象遥

野目前我储备了 8 吨化肥袁农药尧种子采购正在有序进行中遥 冶该
镇耦耕堂村种粮大户顾明勇正忙着选购农资袁 今年他积极响应扩种
早稻保产量的号召袁坚持野应种尽种尧种尽种满冶的原则袁准备种植早
稻近 300 亩遥

3 月初以来袁 该镇把春耕生产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头等大事来
抓袁积极统筹调度农机尧农药尧化肥尧种子尧地膜等物资供应及价格变
化情况袁通过保障农资供应尧农业科技支撑尧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式
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遥

该镇大力协调全镇水稻育秧合作社提早检修设备尧备足基质尧采
购种子肥料等袁为工厂化育秧做足充分准备曰扎实做好种子尧肥料尧农
药等生产物资调剂尧调运和储备工作袁确保春播期间各类农资的充足
供应曰积极稳定农机市场供应袁全镇共有 1000 多台拖拉机投入春耕
生产遥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提高袁育秧尤为关键袁该镇积极邀请市县
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开展春耕备耕及田间管理工作袁坚决保住野粮
袋子冶袁促进农业丰收尧农民增收袁助推乡村振兴遥 同时袁该镇组建 33
支志愿服务队袁由党员干部尧农业科技人员尧致富带头人等组成袁通过
上门服务尧建立农技微信群等方式袁在田间管理尧农资准备和农机具
保养检修等方面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袁 指导制定粮食特色产业发展
计划尧帮助开展病虫害防治袁提升农业生产水平遥

合德镇奏响春耕野进行曲冶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今年以来,盘湾镇聚焦孤寡
老人尧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开展野志愿办实事服务解民难冶志愿服
务活动,切实解决群众野急难愁盼冶问题,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有声
有色遥

强责任,做野暖心好人冶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召开各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提档升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志愿
服务具体内容遥 统筹村(社区)干部尧党员尧入党积极分子等志愿力
量,以各村(社区)党总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重点关注孤寡老人尧困
难群众尧老党员等群体,按照每月一次全覆盖走访要求,开展野志愿
办实事服务解民难冶活动遥

拓内容,办野暖心实事冶遥 以野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冶为切
入点,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孤寡老人尧困难户等群众的基本
生活遥 同时对群众提出的不同困难,有针对性地满足老人个性化需
求遥 深入商场尧超市尧酒店尧宾馆等经营场所,查看消防栓尧灭火器尧消
防通道标识标牌等设备设施管理情况,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 10 处遥

重保障,送野暖心物资冶遥开展全覆盖野拉网式冶走访排查,为群众
送去口罩尧酒精,帮助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购买米面油及蔬菜等生
活必需品,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做到真情暖心,实干为
民遥 要求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宣传防疫知识,了解群众需求,
不断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接地气尧暖民心尧出实效遥

盘湾镇志愿办实事服务解民难

本报讯渊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浦林燕)提醒佩戴好
口罩尧落实扫码登记尧出示行程卡噎噎猿 月初以来袁在特庸
镇各交通路口袁随处可见镇村干部尧党员先锋和志愿者们
的身影袁他们放弃假期休息时间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袁疫
情防控工作有序进行遥

在该镇北洋社区设立的交通卡口疫情检测点上袁鲜
艳的党旗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队旗迎风飘扬袁
由医务人员尧党员先锋尧联防队员和志愿者组成的工作组
分工明确袁 制定了无缝交接值班制度和道路规范设卡检
查制度袁对出入人员和途经车辆进行体温检测尧检疫消毒
和信息登记袁对外地入境车辆尧人员及时劝返袁有效降低
辖区内疫情输入风险遥

野我们这个卡口车流量比较大袁我们分组帮助来往人
员扫健康码尧测量体温袁提醒他们戴好口罩和做好个人防
护遥作为党员袁这些工作都是应该去做的遥 冶该镇党员先锋
队队员沈宏平表示遥

在码头小区门口袁 疫情检测卡口已经按要求设置完
善袁小区北门已经封闭袁所有人员进出都要从南门进入袁
小区门口张贴了野外来人员车辆禁止入内冶的标识袁村党
支部党员先锋队和志愿者严格值班值守袁 在本小区居住
的居民不论是进出袁都要严格落实一卡一码尧一米线尧测
体温尧信息登记等防疫措施遥

据了解袁特庸镇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袁科学管
控全镇疫情检测卡口袁 通过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发动和召集志愿者袁在各卡口统
筹设立了野党员先锋岗冶尧组建了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冶袁
各卡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袁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袁
有力保证了全镇疫情防控工作运行平稳有序遥

特庸镇

严把卡口出入关

本报讯渊通讯员 朱晓春 记者 杨向东冤去年以来袁桑乐田园
不断强化景区建设袁谋长远尧强根基尧破瓶颈尧补短板袁狠抓项目提档
升级袁不断加大景区宣传力度袁着力扩大景区知名度遥

强化景区推介遥 创新媒体宣传方式袁 加强与省市县主流媒体合
作袁实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联动袁利用新闻尧文字尧图片
等形式袁开展旅游专题宣传报道袁提高正面宣传点赞率曰加大与旅游
主管部门尧大型旅游批发商等旅游业界的交流合作力度袁主动参与国
内旅游博览会尧交易会袁积极举办桑乐田园旅游专题宣传推介活动袁
扩大景区在国内的影响力遥

提升视频效应遥利用抖音尧微信尧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袁制作
桑乐田园人文政事尧景点旅游攻略袁大力推出一批以野浓情桑乐冶为主
题的野有温度尧有品质尧传得开尧叫得响冶的短视频尧微电影作品及网络
图文精品袁形成集群化网络宣传效应遥

研发文创产品遥探索开展桑乐田园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袁研制生产
特色文创产品袁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尧 城市商圈等游客聚集区域布局
野桑乐田园冶文创商品窗口曰
加大与直播主播尧旅游平台
等电商合作力度袁全方位尧
多渠道增加桑乐田园文创
产品展示机会袁打响桑乐田
园文创品牌遥

桑乐田园让景区野声名鹊起冶 4 月春风已暖袁处处生机勃发遥 走进临海镇东兴社
区高效农业园的唐为俊蔬菜大棚里袁 只见一个个清油
油尧亮晶晶的茄子挂满藤蔓袁长势喜人遥 菜农们正忙着
采摘尧打包袁一派忙碌的景象遥

野种茄子是精细活袁必须用心管理遥 这样种出来的
茄子光泽度高尧品相好尧产量也高遥 今年种植 14 亩茄
子袁每亩产量约 2 万斤左右袁市场行情一直很好袁批发
价格每斤在 3 块钱左右遥一季下来袁收入十几万块钱不
成问题遥 冶采收着清油油尧胖嘟嘟的茄子袁野棚主冶唐亚
俊满怀喜悦的告诉笔者遥

野我家有 10 亩地袁流转给唐老板种植大棚蔬菜袁老
公去高纺区沙印纺织公司上班袁我在这里打工袁每月工
资在 3000 元左右袁现在一家人拿 3 份工资呢浴 冶村民潘
梅说袁野前几天袁上海疫情形势严峻袁潘老板主动捐赠了
5 吨萝卜援助上海袁他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遥 冶

大棚茄子抢野鲜冶上市
本报通讯员 张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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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刘杜娟冤4 月 14 日下午袁县政协副主席李洁率
部分县政协委员视察城市垃圾分类提档升级工作遥

李洁一行先后来到射阳碧桂园小区尧书香甲第小区尧幸福华城
西区尧射阳县垃圾分拣中心等现场袁实地察看垃圾分类设施袁详细
了解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尧分类设施配置尧分类投放管理尧垃圾分拣
中心运行等情况袁并召开座谈会袁听取全县城市垃圾分类提档升级
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袁 就推动城市垃圾分类提档升级提出意见和建
议遥

李洁指出袁垃圾分类事关民生福祉袁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遥
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强化责任担当袁建立
完善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责任体系袁 统筹推动我县城市垃圾分类
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遥要强化宣传引导袁积极开展宣传垃圾分类的
文明实践活动袁多渠道尧多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袁广泛动员群众
共同参与遥 要强化回顾反思袁进一步补短板尧强弱项袁加大投入力
度袁挖掘协调社会资源袁统筹各界力量袁合力推动我县城市垃圾分
类提档升级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遥

县政协组织委员视察
城市垃圾分类提档升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