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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现代高端
纺织产业区的顺龙
纺织项目总投资
10亿元袁新上经编
机尧 倍捻机尧 加弹
机尧定型机尧节能环
保染缸等设备 300
台套遥项目建成后袁
年可生产 9000 万
米中高端面料袁实
现销售 11 亿元 遥
图为工作人员在调
试设备遥

彭岭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盛诚冤6 月 16
日下午，我县在黄沙港镇泊心广场
举行全县涉渔“三无”船舶集中销毁
暨海洋渔船应急演练活动，县政协
主席邱德兵出席，县委副书记孙庆
树致辞。省农业农村厅渔政处一级
调研员许志平、省渔业互助保险协
会秘书长崔岩等省市相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省渔港监督局副局长谈龙
飙讲话。

孙庆树在致辞中说，我县现有
水产养殖面积 21.4 万亩，2021 年
完成水产品总产量 18.5 万吨，实现
渔业经济总产值 129 亿元、渔业经
济增加值 66 亿元、渔民人均纯收入
3.8 万元，渔业经济总量列江苏省第
5 位、盐城市第 1 位。去年以来，我
县在省市统一部署下，聚焦“保障海
洋渔业安全生产、守护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目标，压实主体、属地、行
业“三方责任”，紧盯人、船、港管理

“三大要素”，健全教育培训、执法检
查、隐患整改“三项机制”，全力开展
涉渔“三无”船舶专项清理整治行
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清理处置各类

“三无”船舶 193 艘，渔业安全生产
形势显著改善，连续三届荣获全国

“平安渔业示范县”称号。孙庆树要
求，各镇区、各相关部门要以本次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紧起来、动起来、
严起来，持续强化攻坚态势，加大联
合执法力度，快、准、狠地打好这场

“三无”船舶集中歼灭战，全面提升
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谈龙飙指出，本次活动把“三无”涉渔船舶拆解、海洋渔船应
急演练活动结合起来，突出强化休渔期间渔业安全导向，体现了
省、市各级主管部门对渔业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视，要继续深化对

“三无”涉渔船舶的打击震慑力度，提高渔民安全生产意识，营造
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保持
高度责任感，以开展安全生产月和休渔期渔业安全教育活动为
契机，创新安全教育方式，保障渔业生产安全，为乡村振兴和渔
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副县长吴海燕主持活动，相关部门、镇区负责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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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刘海东 沈嘉辉 董素印冤6 月 8 日，
射阳县锦上人间大酒店经营者别女士拿着原个体工商户的注
销通知书，到县行政审批局企业一站式窗口办理新企业注册
事宜，企业登记窗口提供免费帮办服务，派专人进行网上全程
指导，不到 1 小时就顺利拿到我的营业执照。别女士激动地
说：“从咨询时的试试看，到 1 小时之内拿到营业执照，如此
便捷高效，出乎我的意料，为你们的优质服务点赞！”

别女士从事个体经营 12 年有余，最近萌生了进一步扩大
经营规模的想法，几天前便以电话形式向窗口咨询可否将个
体工商户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企业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告诉
她，个体工商户申请转型为企业，符合企业名称管理规定的，
可延用原字号，办理个体户的注销登记后，可办理新企业的注
册。得到清晰答复后，别女士连忙前来办理“个转企”相关手
续，成功实现由个体经营户向企业的华丽转身，为进一步扩大
经营规模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县行政审批局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强化保障、优化服务，率先将“个转企”纳入企业开办专
区，实行“一次提交、专区受理、一窗服务”的审批模式，实施
全程帮办代办，常态化实施 1 个环节 1 小时零费用办结，“个
转企”享受开办企业同等受理待遇和服务。今年以来，该局已
成功办理“个转企”业务 20 多件，解答相关咨询 30 多次。

县行政审批局

为“个转企”大开绿灯

间隔一米、测量体温、确认准考证……6 月 16 日上午，在
县高级中学门口，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参加中考的考生接受体
温检测，组织考生有序进场。

今年，我县共有 6922 名考生参加中考，设江苏省射阳中
学、县第二中学、县高级中学、县第三初级中学 4 个考点，共
232 个考场。在各考点，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做好护
考工作，为考生营造良好的环境。

“您好，请将您的车辆停放在车位上！”早上 8 点，在县第
二中学考点外，城管队员正在巡查周边商户落实“门前三包”
情况，对商铺门前随意停放电动车、堆放生活杂物等进行劝
导。中考期间，县城管部门安排百余名队员，加强巡查管控，
严厉制止考场附近沿街叫卖、高声喧哗等行为。

为做好考场疫情防控工作，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县卫健委
统筹部署，制定应急预案，备足人力和防疫物资。在考点附
近，记者看到体温检测区摆放着防疫物资，一辆急救车和医务
人员保持待命状态。“所有考务人员考前 3 天内有发热等症状
的，一律不参与考务工作。我们对所有考生及涉及人员每日进
行健康监测，落实核酸检测要求，食宿点统一实行封闭管
理。”县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了解，今年我县中考期间共有考生集体用餐单位 15
家，集体用餐考生 3796 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动工作人员
50 余人，通过建立考生集体用餐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库，开
展试前评估、监督抽检，全程驻点保障考生的用餐食品安全。

“及时发现存在的隐患和问题，督导考生学校食堂、考生食宿
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积极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杜绝群体性食
物中毒等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保障中考期间集体用餐
考生的餐饮安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工作人员成
岗告诉记者。

中考启幕，多部门全力以“护”！
本报记者 贾凡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不懈做好事。
在 20 多年的时光里，他将助人为乐作为人生风向

标，热心公益事业，时常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
他面对火情挺身而出，身处险境坚定从容，为保卫邻居
财产和生命安全做出贡献；他恪守孝道，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孝的始终如一……他就是市劳动模范、县烟
草专卖局职工蒋恒山。

2019 年 11 月 26 日 19 时许，县城百盛花苑小区
住户因女主人电器使用不当，发生火灾。蒋恒山下班
回家路过楼下，猛然闻到刺鼻异味，抬头发现 4 楼窗
户火焰裹着浓烟在晃动，他知道这户人家发生了火
灾，当即跑回家提起自备的 3 个灭火器冲到火灾现
场。训练有素、紧抱着灭火器的蒋恒山透过烟雾找准
第一个着火点扑火，在将明火扑灭后他换了个灭火器
又冲进了正在熊熊燃烧的卧室…… 当消防车赶到时，
室内的明火已经被成功扑灭。

2022 年 1 月 5 日 16 时 30 分许，在县城黄海路与
解放路路口，一辆小汽车驾驶室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好
路过的蒋恒山见到险情立刻靠边停车，迅速拿起车上备
用的灭火器冲了上去，对着火源猛喷，压住了熊熊大火，
等待消防救援。大火被扑灭后，蒋恒山驾车悄悄离开，这
幅“英勇救火”的画面却被路过的市民拍摄并上传到网
上，收获了众多“点赞”。

不仅在危急时刻勇担当，平日里，在单位遇到同事
需要搭把手的事，蒋恒山会主动上去帮忙。平时出车在
外，每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主动伸出援助之手。2017
年秋冬，在去资助一随祖母生活的贫困学生时，细心的
蒋恒山发现他们家窗户上缺少多块玻璃，寒风无遮无挡
地吹进屋内。蒋恒山当即测量了尺寸，回来便去购买玻
璃，第二天一早又专程赶到该户人家安装好。

多年来，蒋恒山虽然几次搬家，但每到一个地方，他
都坚持定期、不定期地打扫楼道及周边卫生，常常弄得
物业保洁员都感到“不好意思”。自 2017 年搬入百盛花
苑小区居住后，他发现楼下绿化树苗不时出现枯萎少株
情况，便经常自掏腰包购买树苗和草坪种子等进行补植
补种，正是源于他的维护修剪，如今这里成了小区中一
道靓丽的风景。

2020 年，县见义勇为基金会根据居民意愿、对照
褒奖条件，向蒋恒山颁发 3000 元慰问金。面对这份意
外的“奖金”，蒋恒山决定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去关心
帮助更需要的人。他用慰问金先后多次去超市购买
油、大米等生活用品，送给发鸿社区几户困难居民。他
说：“这钱是政府奖励给我的，虽然我生活并不富裕，
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希望让他们
与我一起分享爱的欢乐，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蒋恒山的老家在新坍镇小闸口，生活在农村老家
80 多岁的父母是他心头的牵挂。每逢周末节假日，无
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嘘寒问暖，关心
老人的身体情况、家里所需、常备药品，帮他们做家
务、整理菜园子。住在距父母家不到百米远的婶娘已
90 多岁，跟随女婿女儿一起生活，蒋恒山对待婶娘同
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每次回家都去看望。一次，婶娘
不慎摔倒将胯骨摔断，虽经手术治疗后有所恢复，但
依然不能下地行走，医生建议买个辅助工具也许能挪
步。蒋恒山听说后二话不说，去药店购买了最好的辅
助工具送给婶娘，给她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

蒋恒山很平凡，走在人群之中毫不起眼；蒋恒山不
平凡，因一种伟大的精神在他身上涵养。他的故事朴实
无华，却令人倍感温暖，令人肃然起敬，触动着人们内心
深处崇德尚义的情怀……

善行义举恒显人间大爱
———记市劳模、县烟草专卖局职工蒋恒山

本报记者 吴炘恒

大干二季度 力夺野双胜利冶

本报讯渊记者 施露 通讯员 顾陈龙冤6 月 16 日，盐阜
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市委驻射阳县富民强村帮促工作队临
时党委在海河镇巨星村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乡村振兴基
层行”活动。县委副书记葛兆建参加活动。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员代表和市委驻射阳县富民强
村帮促工作队队员实地走访慰问 5 户困难党员家庭，并帮助
农户张中华家一起栽植菊花。市农科院博士志愿者服务队专
家现场传授农户菊花、羊角椒种植技术，并向农户发放相关
资料。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市委驻射阳县富民强村帮促
工作队临时党委和巨星村党总支三方党组织，现场就乡村振
兴工作开展情况和“半亩田”增收计划实施进行交流。葛兆建
说，巨星村位于海河镇的东南片，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从 4
月中旬开始，该村围绕市委驻县帮促工作队“半亩田”增收计
划实施方案，打造菊花种植特色产业，兴办强村富民项目。在
海河镇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宣传发动，让农户利用家前
屋后次高地和田埂种植菊花、羊角椒，目前已经栽植的菊花
和羊角椒面积达到 400 亩，每亩年产值在万元左右。与常规
种植相比，为群众增加收入百万元以上，户均增收千元以上。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高度肯定巨星村一年来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取得的良好成绩，并表示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
将秉承共谋振兴、情系基层的理念，做好巨星发展的参与者、
宣传者和引路人，与市委驻射工作队及其他后方单位一起为
复兴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向巨星村捐赠 2022 年度帮促
资金 10 万元。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党委来射
开展“七一”支部共建活动

葛兆建参加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6 月 16 日，县委书记吴冈
玉率队赴南京拜访新华集团、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就推进项目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
流。

同聚一堂叙友情，畅言合作谋发展。活动中，吴冈
玉与新华集团、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
发展规划等，并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深入探讨。

吴冈玉简要介绍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她说，
射阳地处中国黄海之滨，拥有通江达海的开放优势，是
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活力之城。近年来，我县锚
定“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要求，立足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持续厚植产业根基、赋能绿
色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健向好的势头，连续跻身
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营商环境百强县，入选全国综合
竞争力百强县、县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百强县、科技创
新百强县。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走进射阳、融入射阳，
及时将更多行业前沿技术、生产工艺带到射阳，围绕智
慧城市管理、绿色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与射阳
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分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带来的无限商机。

通过相互交流，各业主纷纷表示，射阳资源禀赋丰
富、交通体系完善、投资环境良好，符合公司未来发展
需求。将在下一阶段安排人员赴射阳进行实地考察，就

各自具体合作事宜进行详细洽谈，进一步加强沟通、对
接细节，尽快推动更多项目签约落地，为射阳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新华集团是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型跨国
集团，拟运用光伏 + 菌类养殖技术在射阳新上农业示
范项目，投资氢燃料汽车项目，目前项目正在初步洽谈
中。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用指挥
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信息系统顶
层设计、整体方案、产品研制、系统集成、服务运营等
各环节，经过洽谈，初步达成在射阳建立信息技术产业
平台的意愿。

吴冈玉率队赴南京开展招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