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窑贴近窑创新 总第 405苑 期
星期四 圆园圆2年 11月
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初一 2源

SHEYANG DAILY 新闻热线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69966890 Email:sy7059559@126.com主办:中共射阳县委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阴本报内容详见院 射阳新闻网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阴地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908 阴版面编辑院 杨向东 阴组版院 张婷婷

本报讯渊记者 刘燕 施鸿豪冤进入四
季度以来，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围绕党的二十
报告中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秉承初
心，笃行不怠，奋力前行，以更好的姿态，绘
就高质量发展底色，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射
阳答卷”。

11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到中车株洲时
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只
见生产车间内巨大的风电叶片横卧其中，工
人师傅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序忙碌。该公司副
总经理彭亚介绍：“当前，我公司加班加点赶
制 11 月份订单，在手订单达 1.8 亿元，总计
30 套 90 片风车叶片，确保本月底全部交
货。”

风电是我国绿色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电装备作为中车一核三级多点战略中的
重要一级，时代新材风电团队使命重大，射
阳分公司积极响应上级组织号召，积极投入
叶片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提高质量，降本
增效，推动风电叶片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利用我县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依靠长三角一体化、沿
海开放开发等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认真践行

“两海两绿”发展路径，锚定市委八届三次全
会提出的“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展现‘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
展活力”主要任务，坚持绿色低碳，矢志向
海图强，大力推进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
全面布局新能源、动力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转型升级纺织、机械加工、健康食品等传
统产业。

港开区打造建设国际海上风电名城，高
水平规划建设射阳港零碳智慧园区，先后落
户远景智慧能源、亨通海能等一批龙头型企
业，已形成资源开发、装备智造、科创研发、
检测认证为一体的风电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提
高。

进入四季度，港开区围绕实现千亿产
值、千亿投资目标任务，继续坚定聚焦实体
实业，推动新能源、健康、新材料三大产业
结构裂变和层次提升，突出新能源装备、海
工装备、高端装备细分产业培育，加快签约
希倍优年产 500 台 （套）1400 标方以上电
解制氢成套设备、海上风电弯曲限制器、物流万向轮以及
亨通储能、远景空气分离生产线等一批成熟项目；推动大
连重工年产 30 万吨海工装备智造、中车时代 150 米级大
兆瓦叶片智造、CQC 新能源创新基地、国家海上风电观测
设备测试基地项目建设，奋力打造千万千瓦级风电产业大
基地和国际海上风电名城。

“我们将以全市首家低（零）碳产业园区试点建设为契
机，接续奋斗，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低（零）碳企业和产
业集群，在江苏省率先实现‘全领域、全链条、全绿色’碳中
和目标。”该区党工委副书记胡长春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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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新坍镇的盐城市海成棉业有限公司
采访，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纺织设备
正在高速运转。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已经排到 12 月份，现在正抓紧生
产，确保货品能够如期发出。”该公司董事长路海成笑着告诉
记者。

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是一家集棉花收购、棉纱生
产与销售为一体的为国内外纺织客户提供供应链服务的科
技型棉纺企业。为满足客户不同需求，该公司一直注重设备
投入。路海成指着设备向记者介绍：“今年 1-10 月份，我们海
成棉业已生产各类棉纱 6000 吨，实现开票销售 1 亿元，主要
客户来自无锡、苏州、浙江等地，预计全年可实现销售 1.2 亿
元。”

投产至今，该公司始终坚持“诚信经营、不断改善、克勤
克俭、永续经营”的理念，明确市场目标与销售渠道，与中国
棉纺织行业竞争力前 10 强企业之一的天虹集团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据了解，近期，该公司计划投资 1.2 亿元，建设三期佳淇
纺织项目，预计在 2023 年 8 月份竣工。项目将新上 5 套赐来
福 AUTOCR0 气流纺纱机及 40 多台套辅机设备。投产后，
年产纱可增加 8000 吨，实现销售 1.5 亿元。

海成棉业踩足“油门”向前冲
本报记者 韦梦露

进入冬季，寒意初露。但在县城主要干道，依旧是一片生
机勃勃、绿意盎然的蓬勃景象。日前，记者在途经县城主干道
时发现，很多身着绿化养护服的工作人员拿着工具、冒着小
雨在清理绿化池里的垃圾。模糊的雨幕中，他们不知疲倦，一
点点用双手为城市编织一片靓丽风景线。

近年来，县绿化养护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关于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高标定位、精心组织，对所有片区的绿
化实行精细化网格管理模式，定人定网格，逐层逐级分片管
理，确保单位管理职责范围内无盲区、无死角。“气温降低给
我们的绿化工作带来更多挑战。为让绿化苗木顺利越冬，护
好绿化景观效果，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迎检中加分，我们安
排了养护人员全天不间断对县城主干道绿地内的杂物、杂草
进行清理，确保绿地内无杂草、垃圾，发现病虫害及时防治。”
绿化养护公司负责人吴军告诉记者。

为提高创文成效，绿化养护公司还对县城公共绿地内、
公园等多个点位宣传牌共 132 块画面进行更换，并对县城机
场路与幸福大道交叉口、黄海路与幸福大道交叉口、安徒生
童话乐园北门入口、中华后羿坛、后羿坛南侧等 5 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堡垒进行提升改造，栽植草花 50 万余株，
锄草 1000 万㎡，裸土补植约 1200㎡，籽播各类草种 6518 公
斤，移植乔木约 600 株、灌木约 1800㎡，营造了浓厚的创建
氛围。

“我们将围绕创文标准和要求，紧抓冬季绿化养护时机，
做好苗木施肥及行道树修剪、防冻剂喷洒工作，并提前做好
元旦、春节氛围营造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绿地整体养护效果，
为县城创文增绿添彩。”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吴军说。

绿化养护扮靓城市“容颜”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明月

近日，记者在位于合德镇边港村万顺果蔬专业合作社
的辣椒种植大棚里看到，一垄垄、一株株辣椒挂满枝头，硕
果累累，满眼绿色。村民们正忙着把成熟的辣椒采摘装袋，
到处弥漫着成熟和丰收的喜悦。

“我们合作社共有 110 个单体棚，面积在 180 亩左右，
全部种的是辣椒。今年的青椒长势特别好，产量和品质都不
错，亩产收益在 1 万元以上。”该合作社负责人顾园园说。

大棚辣椒种植不仅鼓起该村种植户的“钱袋子”，也带
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民吴梅主要负责大棚蔬
菜采摘工作，她告诉记者，现在自己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
业，不仅方便照顾家里，每天还能有一定的收入，工作也相
对轻松。

“我在这里工作 2 年了，每个月的工资是 2500 元。我
家离工作的地方非常近，在这里上班特别方便。我会努力工
作，相信我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红火。”该村村民李梅边采
摘辣椒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近年来，合德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采用大棚精细化管理模式，持续提升蔬菜产业设
施化、标准化水平，把辣椒产业作为培育特色经济，以产业
促就业，全面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辣椒种植规模，对大棚辣椒
进行科学规范化种植、精细化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种植效
益，带动更多的村民实现增收致富。”顾园园表示。

小辣椒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杨向东

留着干净利落的寸头、身着休闲装运动鞋，笑意
盈盈，亲和力十足。这是贾云飞给人的第一印象。
1995 年出生的贾云飞在留学后选择了回乡创业，在
江苏仁康蛋业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回乡创业我不后悔，当时面临着是去大城市发
展还是回家的选择，现在看来我还是更适合回乡创
业。”贾云飞笑着对记者说。

仁康蛋业是一家集家禽养殖、蛋品加工、销售及
服务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现代化农牧食品一条龙企
业。于 2018 年 4 月份正式投产。毕业后贾云飞就进
入仁康蛋业，同仁康蛋业一同成长至今。

为了完善公司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
抗风险能力，贾云飞引进国际领先设备和相关专业
人才。秉承以人才促管理的理念，通过全程自动化、
管理专业化的运营模式，实现公司“以客为本、以质
求存”的目标，为广大客户提供源源不断的高品质蛋
液制品。使“苏康达”品牌获得“长三角名优产品”等
荣誉，该公司同时还荣获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中国
蛋品行业优先成员单位等荣誉，在全国蛋品行业初
具影响力。

2020 年底，贾云飞根据产业链发展理念，创立

了江苏东赐食品有限公司，主打调味品的生产与研
发，经过两年的发展，公司已初具规模。

“我想为消费者带来更健康、更美味、更多元化
的新一代调味品，希望公司可以引领行业发展的新
潮流。我们做到了每一粒调味品都用上等新鲜材料，
用科学营养配方，做体系精细管理，全心全意为消费
者服务。”贾云飞对记者说。

贾云飞始终坚持“打造国际一流企业、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理念，致力于将“苏
康达”“赐百味”品牌打造成利国、利民、利企业的民
生品牌，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

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贾云飞根据自身特色，通
过拉长项目链条等方式，进行精准帮扶。几年来，先
后帮助合德镇兴耦居委会张勇等几十户农户创办家
庭养鸡场。其中，张勇的家庭养鸡规模已达到 2 万
羽，年收入达到 30 万元左右。

袁金干由于兄弟多，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缺资
金、缺技术，但工作有进取精神，贾云飞便出钱让他
学习驾驶技术、购置了两辆运输车，并让他承包养鸡
场饲料和鸡蛋运输业务。几年下来，年收入均在 15
元万以上，全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诸如此类的故事还
有许多。

公司在发展的同时，努力促进当地居民再就业，
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好
企业，关爱每一位员工，做好产品、做好管理、做好服
务，一切都按高标准、严要求，让消费者满意。”贾云
飞表示。

贾云飞：返乡创业带民富
本报记者 仇珺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的
江苏芯华伟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
电子尧5G消费类电子尧医疗尧工控产品研发尧生产尧
销售为一体的企业袁采用德国西门子贴片生产线袁
贴装速度尧范围尧精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袁智能化
程度高遥

当前袁该公司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加紧赶制一
批发往广东的订单袁全力确保完成序时目标任务遥

图为该公司火热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11 月 23 日上午，县委书记
吴冈玉主持召开全县党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全县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委最新要求，坚持“三个坚定不
移”不动摇，坚决把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
在手上，科学精准、高效统筹，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固
防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参
加会议。

吴冈玉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层各
级要深化思想认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坚
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
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
措施不动摇、不走样，突出重点场所、关键部位、重点人

群，落实落细“四早”和“四应四尽”要求，以及时、快速、
精准的工作举措坚定不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阻
断疫情传播链条，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吴冈玉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合力堵住工作
漏洞。县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要发挥牵头作用、加强统
筹调度，全面总结复盘，主动查漏补缺，各工作专项组
要主动向上汇报、强化信息共享，各镇区疫情领导指挥
机构要及时跟进、狠抓落实，在分兵把守、协同作战中
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确保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
到位。

吴冈玉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坚决打赢常态化疫
情防控攻坚战。要坚持防早防小，严格落实来（返）射人
员“落地检”“落地管”，用好社区报备、基层排查、区域
协查、大数据推送等方式，发挥药店、诊所等“哨点”作

用，实现外来人员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加强能力建设，
完善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等管理措施，
加快推进方舱医院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随时拿
得出用得上。要进一步强化学习研究，研准吃透上级文
件精神，精准落实各项防疫举措，坚决防止“层层加
码”、“一刀切”等做法，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
效果，切实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通报我县本轮疫情处置情况，解读疫情防控
最新政策要求，听取部分镇区外来人员“落地管”、居家
隔离管控、交办数据核查等情况汇报。会上，交通口岸
防控组、社会及社区防控组、企业防控组分别作交流发
言。

县领导陈俊、王海兵、陶晓林、李东、陈剑峰、孙良
海、吴俊参加会议。

吴冈玉在党委书记会议上强调

科学精准 高效统筹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崔晓荣邱德兵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