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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注射剂尧片剂尧硬胶囊剂等类型药品生产的企
业袁拥有国药准字号药品 98 种袁与各大高校
进行产学研合作袁成功研制莫西沙星尧厄贝沙
坦氢氯噻嗪片尧替米沙坦片等抗高血压药品袁
销售形势稳步攀升袁 预计今年可贡献近千万
元税收遥 图为该公司忙碌的生产场景遥

王瑾 韩伟 摄

11 月 19 日至 20 日，第十届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年会在
南昌举办，主题为“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活动中，举行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第六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授牌仪式。我县榜上有名，成功
入选全国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近年来，我县严格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以青山绿水为基底，坚定不移
践行“两山”理论，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厚植高质量发
展的生态底色，努力将城市打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
色家园。

逐绿前行袁野城市 IP冶兼具厚度与颜值
从中国黄（渤）海湿地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名录》，到促进世界遗产与经济发展的有序结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亚洲中心落户盐城，再到今年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盐城获颁“国际湿地城市”
证书。守护生态环境，已然成为全球共识。

位于中国大陆南北分界线的东部起点，地处陆地与海洋
分界线的交叉点，拥有 5130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5.9 公里
海岸线、109.7 万亩滩涂面积、7.3 万公顷生态湿地、23 公里
的沿海湿地廊道，是全省海域及湿地面积最大的县份，是“世
界非遗”黄海湿地的重要板块，先后创成国家级园林县城、全
国文明县城、中国最美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最佳生态休闲
旅游名县、江苏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县，我县的生态底色十分
鲜明。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自 2021 年创成江苏省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后，我县就迅速吹响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的集结号，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通过将工作向纵深推进，真正让“有爱射阳、沐光向海”的城
市 IP 更加厚重、更加靓丽。

县委、县政府牵头成立“生态示范县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构建“生态环境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将创建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先后出台《射阳县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20-2025 年）》，编制《射阳县国省考
断面和入海河流断面达标建设方案》《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大气污染攻坚战实施方案》等多个专项性规划和方案；建立

“县、镇、村”三级宣传网络，开展生态文明“六进”活动，着力
增强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11 个镇、4
个村分别获评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示范村称号。

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用文字记录时代变迁。对于艺术
家而言，乡愁村韵藏在记忆深处，看到如今家乡的变化，感触
会更深。数月前举办的展现建县 80 周年沧桑巨变的摄影展
上，射阳籍知名摄影家骆飞在参展时感慨道：“射阳的环境越
来越好了！能够作为射阳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创造者，用
镜头去定格、记录，感到十分荣幸！”

因绿而美袁野两山冶成果转化显著
海风习习、芦苇荡漾，一望无际的滩涂湿地上，几百种珍

稀动植物在这里长期生存，成千上万的鸟类时刻“上演”各种
生态奇观，令人惊叹不已；林涛阵阵、梵音袅袅，满目葱茏的
金海森林公园，1.4 万亩碳汇林已经建成，在这里与大自然来
一场“亲密接触”，定然滋味无穷……

大美射阳，因绿而兴。通过坚持顶层设计、源头治理以及
靶向治污，我县将打赢“蓝天”“绿水”“净土”三大战役作为全
盘工作的重心，从“治标”不断迈向“治本”，加速推进环境治
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区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在这里，“射阳蓝”已经成为标配。我县重锤整治一
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抓好秸秆“全域全时
段全面”禁烧。2021 年，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89.3％，位列全省第四全市第二；PM25 平均浓度为 30.6 微
克 / 立方米，位列全省第五、全市第一。

渊下转四版冤

绿色生态之城的“射阳答卷”
——— 写在我县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之际

本报记者 张伟 周蓉蓉 通讯员 邵剑

连日来，我县严格按照国家二
十条优化防控措施的要求，完整、全
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优化调整疫情
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
落实“四早”要求，规范核酸检测、集
中隔离、居家隔离和健康监测，精准
判定风险区域和人员，切实做好全
县疫情防控工作。

11 月 19 日上午，记者在县城
大润发超市门口发现，工作人员正
认真查验每位进店顾客的二维码和
核酸检测结果，并提醒大家佩戴好
口罩，顾客们也都自觉在门口扫码
后进商场。不少顾客表示，通过媒
体的报道，已经详细了解了二十条
优化措施的有关内容，进一步增强
了疫情防控意识，并坚持好个人防
护，为射阳的疫情防控工作作出自
己的贡献。“我们全家都特别注重
自我防护，出门戴好口罩，到家勤洗
手，注意通风消毒，少去人员密集的
地方。”刚刚购完物的市民钟源远表
示，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出行的同
时，做好自身防护也至关重要。

大润发超市同样丝毫没有放松
疫情防控工作，不仅要查验每位顾
客的 72 小时核酸检测结果，超市
工作人员也都天天把 24 小时核酸
检测结果上报到工作群。同时定时
对超市卫生间、购物推车等相关区
域进行一次全面消杀，确保各项防
疫措施落实落细。“近日，我们超市
严把入口关，在顾客进场的时候，首
先扫描场所码，然后核对苏康码和
行程码，三者符合以后才可以入场。
场内我们安排了专门的工作人员随
时对没有佩戴口罩或者佩戴口罩不规范的顾客进行提
醒。商场内的手推车，购物篮，电扶梯还有洗手间的门
把手这些顾客高频次的部位我们每天都要做到早中晚
三次消毒，尽最大可能为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购物环
境。”大润发超市经理喻晓明告诉记者。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县上下同心战疫，万众一
心，如何做好科学防疫、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至关重
要。“我们请从外省外市返射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提前
报备工作，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或者我的盐城 APP 相关
模块功能进行申报，返射之后请积极配合做好落地检和
三天三检疫情防控措施，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非必
要不去往公共场所，如果必须前往的话，请全程佩戴好口
罩，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去往公
共场所时，要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一戴一测两查一
扫’工作，‘一戴’是科学规范佩戴好口罩，‘一测’为积极
配合做好体温检测，‘两查’则是查验苏康码和行程卡，

‘一扫’请大家记得扫场所码。”县疾控中心综合业务科科
长吕根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市民们呼吁，市民朋友们
要认真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并做到室内
常通风，外出时要和他人保持一米间距，同时要增强营
养，科学饮食，多运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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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盐城三彩智能
有限公司走访。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宽敞明亮的车间
内，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在操作台前工作。一条条机械手臂灵
活挥舞，一个个零部件被精准无误地组装完成。另一组工人
师傅正将生产好的产品打包装箱，准备发往苏南地区。

据了解，该项目由深圳市三彩显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该公司是全球节能冷屏技术的领跑者，专业从事户内外节
能 LED 显示屏研发和生产制造，为国内外渠道客户和终端
用户提供高品质、高性能 LED 显示屏产品与解决方案。公
司通过 CCC、FCC、CE、IAF、ROSH 等国际标准认证，获得
37 项专利。产品在建国 70 周年庆典、北京冬奥会、东京奥
运会等大型活动上应用，出口美国、俄罗斯、英国、沙特、阿
根廷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客户高度认可，在行业内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我们项目总投资达 10 亿元，前后购置了贴片机、自
动三防机、自动晾干机、智能老化机、震动机、防水测试机、
焊接机、波峰机等设备。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年产 180 万片
LED。”该公司总经理张伟介绍道。

该公司的冷屏技术为全球首创。三彩是目前全球唯一
全系列共阴冷屏产品制造商，拥有 6 项发明专利。所生产
的节能冷屏 LED 显示屏相对于传统 LED 显示屏，能耗降
低 70%以上，工作温度降低 60%以上，使用寿命更长，终端
运营成本更低。

优秀的研发能力为该公司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该公司
拥有科研人员 60 余人，其中深圳市领军人才 3 人，学术带
头人 5 人，共同推动共阴冷屏、小间距屏等系列产品持续
创新，已取得发明专利 14 项，其它专利 23 项。装备水平高
端智能，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松下
NPM，韩国三星 520 等 SMT 设备，与迈斯维自动化公司
共同研发全自动生产线和工业管理系统软件，生产效率较
同行提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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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高陈斌冤“紧抓特色社团活动、开展
文明小故事宣传、持续美化校园环境……”自我县创文
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射阳中学依托本校特色，发挥学
校创文阵地作用，开展文明校园创建系列活动，培养学
生文明素养，不断厚培校园文明沃土，让文明之风浸润
校园。

日前，记者来到省射阳中学，耳边传来古筝铿锵悠
扬的旋律，表演大厅内学生们正沉浸在不同乐器的学习
练习中……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爱
好，更提高了实践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学校的魅力，在于有着丰富的智力背景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学校共设有 99 个社团，作为合唱社团的指导
老师，我希望用音乐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陶冶情
操。”省射阳中学合唱团辅导老师喻小娟告诉记者。

此外，该校还专门成立学生发展指导中心，定期为
学生开展个体心理辅导，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保
障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这些活动不仅让我拥有丰富多
彩的校园生活，同时也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临场反应
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学生赵芯语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在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该校更加注重打
造秩序良好、环境优美的校园环境。错落有致的教学楼、
清幽淡雅的校园景色、设施齐全的运动场、特色鲜明的
文明标语成为展示校园文明形象的新窗口。

“我校始终坚持把文明校园创建作为‘一把手工
程’，努力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
格局，全面提升师生文明素养和校园文明程度。”该校副
校长杨超如是说。

省射阳中学

倾力打造文明校园

11 月 19 日下午，绵绵细雨中透着股寒气。记者来到位于射阳现代
农业园区内的农冠央厨项目建设现场，一座透露着现代化气息的崭新
大楼赫然在目。大楼前，10 多辆白色的运餐车整齐地一字排列，工人们
正在忙碌着运用输送设备向餐车上运送冷链食品。

“这些经过严格的加工、消毒的净菜即将销往全县已签订合作协议
的各中小学食堂。届时，学生们将吃上新鲜、放心的菜品。”农冠央厨总
经理姚文统告诉记者。

记者跟随姚文统步入农冠央厨生产车间内，只见蔬菜输送设备快
速转动，10 几个戴着口罩、身穿白色工作服工人们将蔬菜放到传输带
上，通过浸泡、清洗、切菜、沥水等一系列流程，一份份净菜便制作完毕。

“我们净菜加工的主要特色是实行全过程冷链制作，到了客户那边
不需要进行二次加工便可以直接下锅烹制，减少了二次加工对菜品的
污染。”姚文统向记者介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正抢抓四季度黄金施工期，加班加点
忙建设。当前，首先运行专业供应净菜加工这一块，已成功与海都中学
等学校食堂签订合作协议。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拥有承载日均 20 万份
净菜加工和 1 万份热链成品配送能力，在苏北地区名列前茅。

“目前，我们央厨项目东区墙体已全部完成，西区墙体已完成
60%，正在进行外墙装饰幕墙扫尾工作，路牙、路基、综合管道等附属设
施已全部建设结束。下一步，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倒排工
期、抢抓进度，力争到 12 月份将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信息化、智能化行
业标杆的现代化大型餐饮配送企业全部建成。”姚文统自豪地说。

农冠央厨：

将蔬菜从“田间”端到“餐桌”
本报记者 杨向东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水军’，也正是在他们

河道专业管护队伍坚持不懈付出与努力之下，我县境
内三大流域性河道及县城区河道才有了今天碧水欢
畅、鱼虾跳跃的景象。”深秋时节，又一次登船对境内
流域性河道巡查之后，这名县领导感慨不已，对江苏
三维公路绿化公司河道养护科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水往低处流，浮物易聚集。地处沿海、地势低洼及
苏北里下河地区腹部四大泄洪港道中有其三的特殊
位置，决定了我县境内河道水环境状况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为了解决河道水脏流阻现象，县镇虽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财力，搞了一次又一次突击行动，但成绩
难以持久。2020 年 9 月，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专业队
伍，具体负责境内三大流域性河道及县城建成区河道
保洁及养护。当时县领导考虑到岸青水绿属于一个整
体，便将这项工作职能落实给三维公路绿化公司，从
而在公司中增设出一个新科室一一河道养护科。

成立伊始，河道养护科从起初购置 4 艘保洁船、
配备 16 名船员起家，经过两年多发展，已将其打造
成一支“多兵种”“立体式”，以及随时可以拉得出、打
得响、能打胜的队伍。现公司拥有各类保洁船 24 艘，
招录配备行政管理、工程技术、水体检测、河道巡查等
专业人员 16 名、河道保洁员 68 名，从装备和人员上
为确保履行职责创造条件。

水是生态之基，河道是建设生态射阳的标志性
“窗口”。境内所涉射阳河、黄沙港、新洋港贯穿全县
东西，即使县城区几十条河道，也是纵横交错、较为分
散。河道养护科自加压力，在划定区域、明确专人、落
实责任、考核到人的同时，为能让将这项工作尽快步
入轨道取得实效，三维集团分管副总经理曹兆兵采取
持续跑点跟船作业方法，发现问题就船会商，有效推
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河道养护科科长黄志虎还真
就“虎气冲天”，从就职那天起，他就把做好这项工作
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
来对待。他一边挑灯夜战统筹谋划面上船只、人员配
置及任务落实，一边白天又要不时深入到各个工段实
地察看工作量大小，检查人员到岗、清理进度、实施质
量。见草即清，见物即捞。今夏持续高温，河面水草生
长旺盛，黄志虎顶着烈日坚守在一线，与保洁员们战
斗在一起。 渊下转四版冤

保障碧水欢畅的“水军”
——— 记江苏三维公路绿化公司河道养护科

本报通讯员 郭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