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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8 月 1 日下午，市委常委、盐城
军分区政委马小军来射参观指导“花呈精武旅·诗润射阳
兵”诗文书法作品展。县委书记吴冈玉，县委副书记、县长王
宁陪同。

精武强兵聚英才，翰墨飘香耀鹤乡。在县档案馆二楼，
一幅幅诗文佳作苍劲有力、铁画银钩，充分彰显了广大官
兵强军兴军的坚定信念、军魂永铸的政治品格与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的风采风貌。马小军边走边看，不时驻足停留，
认真听取作品相关介绍，对以新兵姓名入诗等创意表示肯
定。他说，射阳是红色热土、革命老区，素有拥军支前、爱军
尚武的光荣传统。本次诗文书法作品展主题鲜明、独具创

意，既充满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体现出创作者的匠心
独运、独特审美，是赞颂强国强军伟大成就的精品力作，也
是射阳深化军地融合发展的又一具体实践。希望射阳能精
心组织、系统谋划，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提高本次
活动的知晓率，不断激发广大群众关心国防、支持部队建
设的热情，进一步营造军民互动一家亲、双拥共建促和谐
的浓厚氛围。驻射部队和广大民兵要不忘初心、不改本色，
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参与应急处突、守护社会安全稳定
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以实际行动回报地方党委政府和人
民群众的关心厚爱。

吴冈玉表示，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铭记红

色历史、弘扬革命精神，积极承担国防动员、兵役征集、国防
教育等职能，促进军民在教育阵地、文化融合、学习交流等
方面开展更深程度的合作，推动双拥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发
扬光大，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合力。

随后，马小军现场参观县档案馆，得知该档案馆是
“盐城市第四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后，马小军勉励相关
负责人利用好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优势，将档案馆打造
成“存史、资政、育人”的鲜活载体，教育、引导、激励全县
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阔
步前进。

副县长李东，县人武部政委严乾龙参加活动。

盐城军分区来射调研军地文化建设工作
马小军率队 吴冈玉王宁陪同

本报讯 渊记者 李文华冤
8 月 2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宁在调研盐射高速和
射阳现代农业园央厨项目建
设时要求，瞄准时间节点，突
出重点难点，狠抓关键环节，
强势组织推进，保证工程质
量，加快建设速度，确保按期
竣工，力求以完美的形象接受
各方“检阅”。

王宁一行沿盐射高速建
设现场由东向西行驶，先后经
过黄沙港、射阳、合德等 3 个
盐射高速主线收费站，以及新
坍枢纽和合德互通等地段，详
细了解工程项目建设进程、施
工质量管理要求、沿线农房征
地拆迁、周边环境改造进度等
方面情况后指出，盐射高速作
为我县历时几年的重大交通
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建设质
量、通车时间等方面备受全
县广大人民关注，各相关部
门和沿线镇区负责人一定要
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这一重
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要在保
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抢晴
天、钻雨隙，瞄准时间节点，
实施挂图作战，加速建设进
程，确保按期竣工。要继续做
好沿线周边部分农房征地拆
迁、环境整治、植绿补绿等工
作，保证以良好的形象接受全
县人民的“检阅”。

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内
的央厨项目拟建设一座年加
工 2 万吨农产品及中央厨房
配送中心，总投资达 2 亿元，
规划面积约 40 亩，综合楼建
筑面积 9052 平方米，生产车
间面积 24593 平方米。新上
智能化、自动化、全食品级的
餐饮生产加工设备，并建有食
品检验检疫室、研发室，采用
ERP 系统和“阳光午餐”食品
安全溯源信息系统，打造集中
式、标准化、规范化的中央厨
房配送中心。项目建设进度
较快，目前办公大楼、生产车
间已见雏形。王宁在了解相
关情况后指出，要积极面对近
期持续高温多雨天气，制定高
温施工和预防中暑应急预案，
科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积极
加强后勤保障供给，全力保证
一线作业人员的施工安全，确
保项目快建设、快投产、早达效。

副县长陶晓林，合德镇、兴桥镇、新坍镇、县住
建局、县交通运输局、盐射高速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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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8 月 1 日上午，我县在县行
政中心 1102 会议室召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推
进会。县委副书记孙庆树出席会议。

孙庆树指出，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形势仍然严峻，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各镇区、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
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全县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用
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
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孙庆树强调，要紧紧围绕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
不能变坏”要求，强化问题排查，加大整治力度，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聚焦突出问题，进行分类施策，重点聚焦中央、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处理解决情况，加大水环境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强化巡河排查检查，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各镇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
坚决扛起扛好主体责任、属地责任，积极主动作为，紧扣
时间节点，推进问题整改销号，力促全县生态环境质量全
面改善提升。加强联合督察，敢于动真碰硬，对不认真履
职、工作不到位的及时通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推动我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

副县长陈剑峰主持会议。

县召开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

孙庆树出席

本报讯 渊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
东冤新签约投资达 3 亿元的艾丘电子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前期的准备工作，力争早日施工
建设；投资达 2 亿元的恒之鲜农产品深加工
项目正在抢抓天气晴好有利因素，加紧施工；
新竣工的投资达 4 亿元的润鸿科技正在加
紧安装生产线，力争早日投产达效……炎炎
夏日，走进合德镇，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让人感受到该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年初以来，该镇以开展“招商突破年”为
契机，将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
抓手，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优质工
程和项目安心在合德落地生根，推动当地经
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该镇坚持“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充
实招商服务小分队，对洽谈项目实行“三个
一”全程对接，即“一名主要领导、一名责任领
导、一个工作专班”高标准保障项目落地，按
照“意向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
项目抓投产”的要求，促进项目落地建设，打
造“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合德速
度。年初以来，该镇共新签约艾丘电子、茂裕
光电等 10 个亿元以上项目。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暖心的营商
服务。该镇注重用情招商，以诚待商，镇党委
书记亲自带队对接服务重大项目。对此，聚世
道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谦感慨万
千：“这样的招商精神、重商情义，让我们客商
很是感动。”今年 7 月份，刘谦来我县考察项
目，得到消息的该镇党委书记周正林亲自前
往陪同考察，直至刘谦考察结束离开我县。

该镇周到温馨的服务让刘谦十分感动，这也是该镇用情
招商、以诚待商的一个缩影。

为促进落地建设的招商项目加速投产达效，该镇收
集并统筹协调解决企业问题。通过定期组织招商、工业、
财税等相关工作条线召开“圆桌会议”，就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及企业运转中遇到的困难进行列表制单，按照一题
一策，整合资源统筹谋划，有效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
多措并举推动项目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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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其著作 《米开朗基罗传》中
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
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引用这句话来形容周训春
再适合不过。

20 多年的时间里，周训春从职校毕业生到熟食店
店员，从公司技术员到企业负责人，虽历经波折但依旧
在自己所钟爱的领域挣扎出一番天地，如今成为盐城蔚
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射阳铜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在周训春的身上，有一种“坚持”与“执着”。

怀揣大梦想袁离开野象牙塔冶
“如果那时候没有去常州，可能我还在做个工人。”

在与周训春短短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里，我们慢慢了解到
他从业的点点滴滴。

2000 年从县职教中心机械专业毕业后，他像那时
候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怀揣就业的理想、带着家人的
惦念，在本地拥有了第一份在工厂的工作。一年的时间
里，起早贪黑地上班，不分昼夜地干活，却只能得到一份
微薄甚至低于当地人均的收入，几乎让人看不到一点希
望，很快他便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常州工作
的同学却已经有高出他几倍的工资。同样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不去外面闯一闯？

这样的念头一旦萌生，便如开闸的洪流再也无法
抵挡。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算会失败又算得
了什么。于是 2001 年，他便背着行囊来到完全陌生的
城市，开启漂泊之旅。“高分子材料运用的领域相当广，

通讯、电子、医疗、化工、航空、航天等等都可以。我那时
候在项目部，负责公司汽车领域产品的研发，主要是处
理发动机舱的吸音、降噪，也经常会到常州高分子材料
研究所参加培训。”在常州嘉恒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周
训春紧紧抓住一切可以学习深造的机会，将工作做到
最好。

走出野舒适圈冶袁勇敢搏击野商海冶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于普通

人而言，走出工厂车间成为一名专职技术人员，已经是
人生的一次飞跃，但周训春并没有满足于此。2005 年
初，他正式告别老东家，和几名来自无锡、杭州、徐州等
地的同行，组建常州楚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当时主
要和丹阳汽配工业园的汽车零部件厂长期合作，订单稳
定、效益不错。”回忆起那段在常州的经历，他带着些许
感慨和怀念。

或许是落叶归根的情结，2009 年年底，周训春舍弃
高额年薪和公司股份，选择“净身出户”，转而于 2010 年
回到射阳开始自主创业。“也是年轻气盛嘛，卖掉了常州
的房子找来同学合伙。第一家工厂的投入资金大、成本
高，但业务没跟上，导致开始走下坡路。”只凭着一股子
蛮劲，缺乏独自经营的经验，工厂前后亏损达 200 多万
元，周训春几乎“一蹶不振”。

“如果就此颓废下去，那么人生注定是败局。但只要
有重来一次的勇气，就能打开全新的局面！”一位从事氟
塑料行业的前辈点醒了他。选择就此“躺平”，还是继续
坚持？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就从压缩运营成本开始干，
将原有的 2000 多平方米厂房压缩为 300 多平方米，地
点也从合德镇搬到老家海通镇，他负责出去跑业务、接
单子，父亲和妻子在家里生产零部件。茫茫商海，没有人
脉，定然寸步难行。昼夜不歇去寻找订单，依旧屡屡被拒
之门外。“汽车行业都认准产品质量，只要将产品做到极
致，将客户服务做到最好，肯定会有订单。”不断地努力

之下，在吉利金刚这款车的地毯项目中，他的产品得到
客户高度认可。

追求野高品质冶袁发展野未来可期冶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汽配行业 500 强，华翔集团是

汽车细分行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并且和一汽丰田等知名
汽车品牌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2015 年 7 月，周训春接
到华翔集团的订单，需要生产一汽丰田销冠之王卡罗拉
的配套零部件。这于他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汽丰
田是中日合资企业，日本人对于产品质量是出名的严
苛。但只要圆满完成，就等于拥有一块进入品牌汽车合
作领域的“敲门砖”。

“正是因为顺利完成这个订单，国内各大知名品牌
汽车企业的订单也接踵而来，如今长期合作的就有上
汽大通、沃尔沃、四川吉利、悦达起亚等。我们的隔音隔
热棉、注塑卡扣等产品供货量能达到 50%。”他表示，随
着盐城近几年招引的行业龙头企业逐步增多，加上新
冠疫情叠加影响，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打开一扇“新的大
门”。

推进企业改革是加快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但是
熬过“阵痛期”将迎来“涅槃重生”。他逐步意识到完善的
管理体系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拥有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无疑是对公司产品的认可，而想要
长期稳定地站稳市场脚跟，就需要将部门完善好，还要
激励员工持股。”此外，周训春十分注重新产品的研发和
专利的申请，他所建立的盐城蔚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正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申请的产品专利有十几
个，均为实用型专利。

拒绝“躺平”人生，持续“深耕”汽配领域，周训春将
目光瞄准汽车内外饰：“今年又投资了 8000 万元，组建
瑞之泽汽车零部件（江苏）有限公司，主打汽车内外饰产
品的生产。投产后，可实现销售 2 亿元的目标。”谈及未
来的发展，他的眼神中充满期待。

周训春：白手起家开创“汽配人生”
本报记者 周蓉蓉 杨健

位于特庸镇的江苏川狮研磨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磨材料研发和
生产的企业袁引进先进生产设备袁设备处
于行业领先水平袁 产品主要用于机械加
工尧金属制品尧航空航天尧船舶制造等领
域遥当前袁该公司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赶制订单袁 预计年可实现开票销售
3亿元尧税收 900万元遥图为该公司忙碌
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浦林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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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8 月 2 日，市政协副主席唐伯
平一行来射开展“打造地标性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调研活动。县政协主席邱德兵陪同调研。

唐伯平一行先后来到比亚迪动力电池、龙源运维基
地、长风海工、保利泰克、亨通电缆等企业实地考察，充分
了解企业运营、产品生产以及产业链培育等情况。唐伯平
对我县扎实开展产业链培育，深入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协
同发展，聚力打造链群并举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做法予以高
度评价。

唐伯平强调，要加快项目实施，抓好项目招商，围绕地
标性产业链谋划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做优存量、扩大
增量，以高水平项目建设引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
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培养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工程技术

人才，着力夯实制造业发展人才支撑。要加大政策支持，落
实好财政、税费、金融等支持政策，加强要素保障，打通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营造良
好环境，常态化抓好服务园区、服务企业工作，进一步形成
尊重企业家、支持企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邱德兵在汇报情况时说，近年来，我县政协利用好自
身平台，发挥企业家作用，在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主力军作用。成立企业家联谊会，常态化组织政协企业家
委员茶叙活动，为政企沟通搭建平台。我县将坚持龙头引
领、规划跟进、链式招商、配套完善，打造地标性产业链，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县委常委、副县长胥亮亮，县政协副主席吴俊参加活
动。

市政协来射开展“打造地标性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活动
唐伯平率队 邱德兵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