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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烟头虽不起眼，却在弹指间体现了
公民素质，彰显了城市文明。6 月 14 日，记者在县城
公交站台、商超、公厕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现银色的烟
蒂收集器，高约 1 米，为立柱造型，两面和顶端都有
灭烟孔，也有烟蒂收集口，时尚简单的直筒造型对街
道来说并不突兀，反而有一种简单的点缀之感。

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近年来，县环卫处联
合烟草局在县城各公交站台及人员密集场所安装了
烟蒂柱和吸烟亭，积极引导烟民养成文明吸烟习惯，
杜绝随意丢弃烟头、烟盒现象。“我觉得这个设置得
很好，如果和朋友边走边聊天，可以站在‘烟蒂收集
器’边上吸完烟，扔了烟蒂再走。”市民刘群宁对“烟
蒂收集器”的设置很是称赞，他觉得相较于传统的垃
圾桶，专用的烟蒂收集器在提高安全性的同时，显得
更加人性化，容易让市民们所接受。

除了随处可见的烟蒂收集器，我县景区、车站等
禁烟场所均设有吸烟亭。千鹤湖公园西侧的吸烟亭
占地 10 平方米，玻璃外墙具有防火功能，内设休闲
凳和烟蒂柱。“在这里抽烟既方便了自己，也不会影
响到他人，十分方便，也十分文明。”市民韩东东表
示，自从有了吸烟亭，抽烟再也不用担心对他人造成
困扰了。

“在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建设的前提下，烟蒂柱、
吸烟亭的安装仍在继续，希望广大市民牢固树立文
明意识，让烟头不落地，使城市更美丽，共同打造美
好家园。”县环卫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烟蒂安个“家”
本报记者 吴炘恒

位于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的杜倍题桥纺织总投
资 3000万美元,拥有各类设备 300台套袁主要为沃尔
沃尧领克尧悦达起亚等国内外知名汽车公司生产车辆
座椅尧地毯尧安全气囊等汽车配件产品遥 图为该公司火
热的生产场景遥

彭岭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6 月 13 日下午，全县经济形势
分析会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县委书记吴冈玉出
席会议并讲话。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稳住经济大盘
电视电话会议和省市稳定经济增长工作会议精神，坚定必
胜信心、增强工作韧劲，抓紧抓实稳经济各项工作，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县委副书记孙庆树出席会
议。

会议传达市政府稳定经济增长工作会议精神，听取
1-5 月份经济运行、GDP 核算基础指标情况以及下一步措
施建议的汇报，并就下一阶段经济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吴冈
玉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县上下要把稳定经济作

为必须抓好的“国之大者”，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发展规律，以
培育壮大总部经济为着力点，挖掘镇区特色资源，重塑经济
发展业态，加快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在“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上奋勇争先、行稳致远。

吴冈玉强调，要全力以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紧
盯主要经济指标，强化专题研究，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补
齐短板漏洞，引导企业智改数转、创牌争优；狠抓项目招引
建设，广泛收集项目信息，持续优化招商方式，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力争更多重大项目在我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
优化服务，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高度关注重点企业，突
出抓好入统工作，全面落实助企纾困、减税降费等政策，千

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优
化资源要素配置，科学统筹、合理调度现有资产资源，切实
提高土地等资源供应效率，更好助推项目引建和经济社会
发展。要坚定信心，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层各级要进
一步增强事业感、成就感、责任感，围绕县党代会各项决策
部署，继往开来、锐意创新，出色做好“两重一实”项目推
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等各项
工作，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射阳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县领导凌晓东、陈俊、王海兵、胥亮亮、陶晓林、李东、吴
俊参加会议。

吴冈玉在全县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

坚定必胜信心 增强工作韧劲
抓紧抓实稳经济各项工作

孙庆树出席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王栋 浦林艳冤 汤始
建华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机器声轰鸣，工人们正开
足马力赶制手中订单；仁康蛋
业成品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
对产品进行检测，确保将最高
端的产品送入千家万户……
进入二季度以来，特庸镇咬定
年初既定目标任务，狠抓工业
经济、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
重点工作，全面擂响“大干当
前”的战鼓。

招商引资“不断档”。该
镇围绕“项目强镇、产业兴
镇”主题，瞄准新型建材、机
械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加快推进项目招引建
设步伐。截至目前，已开工昆
腾建材、新港市政、苏卓电力
等 3 个亿元以上项目，天雄
特种纱线、恒升机械 2 个亿
元以下项目，正在跟踪洽谈
亚太波纹管、三林智能、宏泰
构件、景盛机械、金黄光 LED
等项目。目前，天雄特种纱
线、恒升机械项目手续已办
结，其中天雄特种纱线已实现
开票销售 1000 万元；苏卓电
力设备、康乐医疗二期正在办
理前期手续。

城乡建设“加速跑”。为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该镇
加快实施农房改善工程，围绕
今年“拆除 650 户”目标任
务，已经累计签订拆除协议
189 户、拆除房屋 154 户，6
月份新签订协议 41 户、拆除
66 户。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
程加快，王村四期 36 户主体
工程封顶，永兴二期 50 户建
设完成，永兴三期 80 户、九
里二期 80 户征地、清障、房
屋主体招标工作已完成。文
旅项目加快建设，投资 950 万元的桑乐田园茧爱民
宿项目于 3 月中旬开工建设，目前 3 栋民宿改造已
竣工，6 栋民宿改造已完成工作量的 60%，景观绿化
工程已完成 80%工作量；乡村大食堂和供销 e 家土
地已摘牌，正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计划 6 月
底开工。

重点工作“快推进”。该镇 2022 年高标准农田项
目实施地点在红旗社区和长胜村，总投资 660 万元，
已完成工程设计，6 月初完成工程招标等工作，8 月
份开工建设。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正在
进行，文明城市创建重点整改县创文督导组交办的
17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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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乡村，天蓝地绿，云水悠悠。俯瞰海河镇陡
港村，大片苗木在日光映衬下更加生机蓬勃。2020 年
4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名
单，陡港村榜上有名。

陡港村立足本地实际，鼓励农户在房前屋后种上
红叶石楠、女贞、樱花等苗木花卉，发展绿色种植，改善
乡村人居环境，绘就一幅产业富民的宜居蓝图。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村里就开始利用废荒地、
高段地发展苗木种植，起初只有 3 个种植户，苗木品
种单一。为发展规模种植，村里免费向低收入农户提供
种苗，以每户 30 株标准发放到人，品种包括桂花、樱
花、青芽、红叶石楠等。

兴港苗木花卉专业合作社工人张祖登说，原来一
户是 30 棵，后来发展到一户 300 棵，现在村里苗木种
植户就达 500 户。

2007 年，陡港村苗木种植大户牵头成立兴港苗木
花卉专业合作社，10 余名经纪人负责对外统筹货源，
解决种植苗木农户的销路难题。苗木主要销往浙江、山
东及本地市场，年销售额 600 万元，农户户均增收
8000 余元，一条种、产、销一体化产业链逐渐形成，有
效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为进一步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村里筹备危房整修，
50 多户农民住上了新房。外来住户张麟在村里居住
20 多年，他对当前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住着小洋
房，看着满眼的绿色苗木，内心有说不尽的自豪感。”

住房条件改善了，配套设施要跟上。陡港村加快完
善各项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建设垃圾池 150 座，购置
垃圾桶 100 只，新建标准化粪池 50 多座。

谈到下一步发展规划，村党支部书记陈尚法信心
满满：“村民自我‘造血’能力显著提升，陡港村将立足

‘国家森林乡村’这一品牌优势，着力延伸苗木种植产
业链条，努力将陡港村打造成一个旅游观光景点，创造
生态宜居的环境。”

陡港村

乐享“绿色银行”红利
本报记者 刘燕

董永宏是一位“60 后”企业家，县第十一、十二届政
协委员，更是一位公益达人。1989 年，他辞职下海，先后
经营商店、批发部、超市、购物中心等，规模不断做大，
成为盘湾镇零售业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

“董永宏自己富起来了，不忘社会，积极参加各种公
益活动，回报社会，真正做到了诚实守信。特别是近期
疫情防控期间，他经营的超市里的商品、蔬菜、水果等
生活必需品不但没有涨价，而且还免费送给敬老院的老
人，不简单啊！”盘湾镇敬老院院长孙青这样评价董永
宏。

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董永宏始终以人为本，以诚
信待职工，以诚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对职工讲诚
信，职工才会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信任感。董大超市至
今已经经营 33 年了，85%以上的职工还是开业初期的
老员工。“我每天上班 8 小时，平均到手工资超过 3200
元，老板帮我们交保险，重大节日还有福利，在这里上
班感到很开心。”职工陈洋喜悦地说。

人无信不立，商不信无利。开店挣钱天经地义，但
做生意，诚信是本。因为董永宏注重诚信，所以，他的店
开一家火一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同行好奇地向他取
经：“你做生意有什么秘诀？”董永宏告诉他们：“做生意
注重诚信，坚持物美价廉，把顾客当亲人，生意就会兴
旺起来。”多年来，他始终秉承“爱心、专心、诚心、贴心”

的经营理念，建立一系列经营者自律制度，了解并满足
客户需求，做到“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公平交易、公
平竞争，诚信做事，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从经商的第一天起，我就本着‘为农服务’宗旨，践
行诚信经营理念，所有的货物都来自正规渠道，绝不存
在以次充好现象。农产品直接从农民手中购得，不仅减
少了流通环节，还保证了货物新鲜度。所以，现在公司旗
下拥有名烟名酒行、生活购物中心、裕民村供销 e 站、裕
民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圆梦为农服务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供销合作有限公司等 6 个超市，用工 80 多人。”
董永宏一脸的自豪。

诚信经营品德高，公益达人美名扬。当有人问董永
宏：“商人以营利为目的，你为什么一直那么诚实大
方？”董永宏回答得很干脆：“诚实守信、友善互助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也是我
做人做事的第一准则。”开商店时，许多困难群众因经济
拮据赊账，几年以后，确实困难还不上的，董永宏就主动
给免除；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老人生病、孩子上学有困难
的，他积极主动捐款，以解燃眉之急；得知谁家生活困难
了，他就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了解到哪里遭灾受损
了，他就慷慨解囊……

“在盘湾，董永宏不是最有钱的人，但他却是最有爱
心的人。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公益，不愧是
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该镇党委老干支部书记
杨学洲介绍道，他从开始资助个别贫困优秀学生，到后
来从小学到大学全程资助 10 余名学生，期间每年春节
和重阳节等重大节日，必到镇敬老院慰问老人；2003 年
非典、2008 年汶川地震以及 2020 年和今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他积极捐款捐物。据统计，做公益 30
多年来，董永宏累计为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捐款捐物折
币近 200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益达人”。

董永宏：诚实守信的“公益达人”
本报通讯员 袁青 倪同维 成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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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顾陈龙冤6 月 14 日，县政协主席
邱德兵率队来到盘湾镇安石村、盘西居走访调研富民
强村工作。县委副书记葛兆建参加调研。

在安石村党群服务中心，邱德兵一行听取增加村
集体收入工作介绍，询问土地流转情况，探讨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经验做法，对盘湾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镇”
的思路表示肯定。在盘西居党群服务中心，听取相关工
作情况汇报后，邱德兵肯定了盘西居富民强村所取得
的成绩。他强调，盘西居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要结
合实际，挑选合适的产业项目助力村居发展。在居家养
老方面，要探索合理、长效、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将盘西
居夕阳红居家养老中心红红火火地办下去，让村里的
老年人享受发展红利。

葛兆建介绍了一年来市委驻射工作队在党建引
领、富民强村和特色村创建等方面的探索，要求聚合村
支部书记与第一书记两股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共同开启富民强村工作新局面。

市委驻射富民强村帮促工作队相关负责人参加活
动。

县领导调研富民强村工作
邱德兵率队 葛兆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