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上午，市市政公
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在淮
安新奥燃气武墩门站组织
开展2022淮安市城镇燃
气事故应急处置演练，进
一步提升应对燃气突发事
件的应急救援指挥、协调
和处置能力。通过应急预
案综合演练活动，明确各
部门、各单位职责，保障城
镇燃气供应安全，提高应
急联动处置能力。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 讯 员 郑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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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李 蓉
通 讯 员 王大卫

本报讯 日前，淮安市江淮智慧
科技有限公司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

“蘑菇保卫战”志愿行动。志愿者们将
不按标准和秩序停放的蘑菇（电）单车
移至“蘑菇驿站”摆放整齐，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

淮安市江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志
愿者发出倡议，呼吁市民做文明骑行
的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不超载、不
闯红灯、不逆行、不占机动车道；杜绝
戴耳机、脱离车把、嬉闹追逐、酒后骑
车等行为；佩戴安全头盔，维护车身整
洁；不占用主要干道
及消防通道，将蘑菇
（电）单车停放在“蘑
菇驿站”，做到定点定
向停放。做爱护车辆
的践行者，共同呵护

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爱护（电）单车，
不乱贴乱画、不恶意损坏；遇到乱停乱
放或受损倒地的蘑菇（电）单车，主动
扶正并停放到“蘑菇驿站”，共同维护
公共财产。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积
极帮助亲朋好友树立文明骑行意识；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理念，适时曝光不
文明使用蘑菇（电）单车行为，共同维
护蘑菇（电）单车良好运营秩序。做社
会文明的监督者，遵守社会公德，及时
劝导、劝阻、制止不文明骑行行为；对
故意破坏公共财物等违法行为，及时
向相关部门举报；积极参与“随手拍”，
监督不文明使用蘑菇（电）单车的行
为，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城市文明。

■通讯员 张敏琪

本报讯 为保障过闸船舶在低水
位期间安全通行，6月中旬，朱码船闸
实施限制性通航措施，暂停放行重载
船舶。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6月21
日上午，朱码船闸党员先锋队和青年
志愿者开展慰问待闸船员活动，为他
们送去桶装纯净水、口罩等物资。同
时，发放便民服务卡，方便船员业务咨

询，在停泊区提供船舶充电、加水等自
主服务，在水上服务区为待闸船舶提
供应急药品、免费饮用水、报纸杂志
等，让广大船员安心待闸，受到船员一
致好评。

活动共发放桶装纯净水50桶、口
罩200个。下一步，朱码船闸管理所
将时刻关注航道水位、天气变化，认真
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严格执行安
全管理制度，确保船舶安全有序过闸。

■通讯员 王立湖 靖慧鹏

本报讯 近日，由市教育局主办、
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承办、
淮安市王立湖班主任名师工作室协办
的2022年淮安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等职业学校班主任能力比赛决赛在
淮安工业中专举行。

本届班主任能力比赛决赛分为班
级建设方案实施情况介绍、班级活动

策划、答辩三个环节。经过初赛评审，
来自 8 所学校的 20 名选手进入决
赛。评委根据参赛材料和选手表现进
行打分，确定决赛成绩。最终，来自7
所学校的8名选手突围晋级省赛。

通过承办此次比赛，淮安工业中
专搭建了班主任成长平台，全面提升
了班主任建班育人能力，促进了班主
任老师向研究型德育微专家的角色转
变，进一步提升学校德育工作水平。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没有传统认知里的化学气味，没有
想象中的瓶瓶罐罐，在淮安工业园区双
阳化工淮安有限公司，一个个大型设备
装置像一块块积木，搭建起一个神奇的

“化学王国”。在这里，一个绿色化工企
业悄然崛起。

双阳化工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端精细化工生产企
业，2010年通过招商引资落户淮安。

12年来，双阳化工扎根淮安，走出
了一条以创新为驱动、安全为根基、绿
色为底色的化工企业转型发展之路。
2021年，企业实现产值6.5亿元，位居
同行业企业第一，MEA产品占同类产
品市场份额70%。

“科技创新是我们企业立足的根

本。”企业总工程师林瑜琨告诉记者，自
落户淮安起，双阳化工就把科技创新与
绿色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路线。
针对化工企业过去普遍存在的污染问
题，双阳化工以转型升级为契机，全面
推进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其中，主打
产品2-甲基-6-乙基苯胺全面采用新
的生产工艺，通过采用美国雅保的三乙
基铝作为催化剂原料，达到“无工艺废
水且固废量减少80%左右”的效果，通
过采用高温液化技术、密闭输送、达标
焚烧，进一步做到全程绿色化、无害化。

正是因为创新，企业很快在淮安站
稳脚跟，走在行业前列。“其他同类型的
企业因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纷纷关
门。我们因创新提高了竞争力，产品
2-甲基-6-乙基苯胺产品不仅销售份
额抢占全国市场的70%，且产品工艺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奖。”林瑜琨说。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双阳化工高度
重视人才工作，不仅组建了20多人的
研究团队，每年还拿出销售额的2.5%
用于研发投入。“公司建有苯胺衍生物
研发平台，专业于烷基化系列产品，目
前已研发成功OEA、CDEA、DETDA、
DEMA等精细化工产品，二期项目正
在建设中，有望今年投入生产。”林瑜琨
说。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还创造性采
用汽桐油烷基比方法，在国内率先完成
甲酚—甲醇烷基比反应合成邻甲酸及
混合甲酚的研究试验工作。

除了环保，安全也是化工企业发展
的“生命线”。在双阳化工中控室内，

“电脑+电子屏幕”便是整个厂区的“核
心大脑”。电脑显示各个生产区域机器
设备运转情况，电子屏幕无死角展现每
个工段、每个区域的实时生产情况。工
作人员在中控室便可操控厂区内的设

备。“我们已经实现全流程半自动化，目
前正在建设中控项目，全流程自动化系
统正在进行安装调试。”林瑜琨说。

“只有坚持绿色发展、安全发展，才
能顺应形势，赢得未来。”林瑜琨说，通
过多年积累，目前，双阳化工已经拥有
实用专利和发明专利共35件。由于生
产形势稳定，市场广泛认可，今年1-5
月份，企业已实现销售5亿元。“今年，
公司将收购一农药企业，对企业农药产
品2，4-二氯苯氧乙酚等进行工艺绿色
合成创新，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林瑜琨说。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通 讯 员 吴 洋

面对倒在路边不省人事的女孩，她
凭着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心，果断
施救，全然不顾自己刚刚做完手术伤口
带来的阵阵疼痛。女孩被送上救护车
后，周围参与施救和围观的群众都被这
位脖子上包着纱布的施救者感动，纷纷
竖起大拇指。她的事迹被群众和媒体
发到网上，受到网友们一致好评。她就
是洪泽区人民医院护士、第六届淮安市
道德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孙芳。

“当时挺疼的，我回家后就直接躺
在床上了。”孙芳笑着回忆，2020年7月

15日，她因患甲状腺乳头状癌，做了双
侧甲状腺全切和双中心区淋巴结清扫
手术。手术后的第三天，她在回家途
中，路过洪泽区人民路中国农业银行附
近的巷子时，忽然听到呼救声：“有人晕
倒了！”出于医护人员的职业敏感，她立
即上前查看，只见人行道上有一名年轻
女孩瘫倒在地，全身不停抽搐，几名热
心市民围在旁边，又是掐人中，又是找
女孩手机联系其家人。“我当时什么也
没想，完全是凭着职业本能救人。”孙芳
说，她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对方意识模
糊没有反应，于是判断女孩很可能是癫
痫发作，需要立即急救。她将女孩的头
部偏向一侧，便于呼吸道分泌物及呕吐
物排出；手指上裹着纸巾反复清理女孩

口中分泌物，防止引起呛咳或窒息；将
自己的大拇指伸进对方嘴里，抵住牙
齿，防止其咬到舌头……这一套对癫痫
患者的急救流程，身为护士的孙芳原本
是得心应手，这一次却做得有些艰难。

“主要是脖子上的伤口很疼，刚做完手
术连吃饭都很困难，头部只要稍稍转动
牵扯，伤口就疼得厉害，用力时间长了
甚至有崩线的危险。”当女孩被救醒时，
由于长时间保持侧身跪地、歪着脖子的
状态，孙芳已经疼得直冒虚汗，起身时
差点跌倒，幸亏被身边群众及时扶住。
120急救车赶到后，孙芳将自己了解到
的情况与随车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当
天晚上，孙芳还给医院打电话询问患者
情况，得知女孩已无大碍，才放下心来。

对孙芳的家人和同事来说，孙芳不
顾自身病痛、见义勇为的行为并不让他
们意外。在平时的工作中，孙芳就是一
个对待病人如亲人，对待工作认真负
责，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人。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孙芳主动请缨去“疫”线
支援，尽显白衣天使的大爱与担当。“救
人是我应该做的，路遇危急就应当伸出
援手，希望我们身边的正能量越来越
多。”孙芳说。

淮安区朱桥镇：推进移风易俗 提升文明指数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通 讯 员 马晋如 陶 金

本报讯 今年来，淮安区朱桥镇
借文明城市建设之机，在乡风文明建
设上下“硬功夫”，努力指导和引领各
村广泛开展移风易俗工作，逐步在农
村培育起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

广泛宣传造声势。今年初，该镇
结合各级移风易俗工作要求和本镇实
际，印发移风易俗倡议书一万份，发放
到农户手中，并录制宣传视频，要求各
村定时播放，以书面、视听全覆盖的方
式，确保移风易俗工作家喻户晓。同

时，小区红白理事会加强移风易俗教
育宣传，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
事不办。

健全组织强推进。借农村人居改
善之机，在镇农房改善项目小区大力
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移风易俗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专门协调两间办公用房用
于小区红白事登记办理，并依托小区
文化广场作为红白事办理场地，方便
开展红白事务。督促指导各村成立村
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
由各村主要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
制定章程、制度初稿，并印发到村，由
各村根据实际修订完善，形成本村制
度文本，并遵照执行。以镇定规范、村

定方案的方式，为移风易俗工作打下
坚强的组织基础。

重在实效抓落实。重点督促指导
各村从制度执行和工作开展入手，做
到各个组织真活动、真运转，各项移风
易俗实践真落实、常态化。要求各村
做到组织真运行、活动真开展、村民受
感染，并建立工作台账，使组织、制度、
方案、计划、实施过程有据可查，并定
期督查过堂，确保各村移风易俗工作
取得实效。

依法整治促规范。持之以恒做好
殡葬改革工作，常态化宣传国家、省殡
葬改革相关规定，联合市场监管、公安
等部门加强违法殡葬市场整治，持续

打击殡葬活动违法乱象，有效遏制乱
埋乱葬和硬化坟、豪华墓现象。今年
清明节前后，该镇张贴宣传标语百余
张（幅），连续20天出动专项宣传车，
广泛开展弘扬移风易俗、反对违法殡
葬祭祀宣传，同时依法拆除新增的违
法殡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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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淮安明发商业广场项目位于深
圳路南侧、广州路东侧。项目已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该公司向
我局申请3-2号楼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变更后图纸）：

取消第一层西侧商业建筑面积减少253.07平方米。
现通过《淮安日报》、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http://zrzy.jiang-

su.gov.cn/ha/）和项目现场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 6月21日
至2022年7月1日。相关权益人及有关人士若对变更有异议，请于2022
年7月1日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我局或者向我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联系人：周月云
联系电话：0517-89000807
联系地址：淮安市迎宾大道8号开发控股大厦412（邮编223005）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规处 联系人：涂莎
联系电话：0517-89000662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2年6月21日

淮安明发商业广场3-2号楼
行政许可变更公示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 讯 员 裴 婷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自觉防范
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连日来，淮安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聚焦“三个提升”，全
方位开展养老领域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提升发动力。该局坚持将养老领

域防范非法集资工作与日常工作相结
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淮安区4—6月
涉嫌非法集资风险集中排查工作的通
知》《关于加强养老领域非法集资风险
排查整治的通知》等文件，充分发动处
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性，全面
推进养老领域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

提升渗透力。该局到农村、社区、
广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的地段、区域
进行宣传。通过悬挂标语横幅、发放宣
传手册、举办讲座、搭设咨询台等方式，

宣传普及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知识，并
结合典型案例，介绍非法集资的特征和
常见形式，让群众更加深刻地了解非法
集资的危害，守好自身钱财，避免受骗
上当。在夏粮收购节点，向农村老年群
体发放《防范粮食购销领域非法集资吸
储风险提示书》，提醒老年人警惕以收
购粮食需要资金周转等名义吸收资金
的行为。目前，该局已开展4次集中宣
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2700余
份，解答群众咨询5400余人。

提升传播力。利用新媒体传播广、
传播快等优势，通过发送短信、LED屏
滚动宣传、播放短视频等方式，让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入眼、入耳、入心。截至
目前，该局筛选用户年龄、区域，定向发
送宣传短信25万条；在银行等金融机
构电子大屏，轮播宣传短视频、标语
72700余次，实现全区银行站点宣传全
覆盖。

■通讯员 范兆车 牛庆宝

本报讯 日前，在淮安区诗教联
教工作石塘现场会上，淮安区诗词楹
联协会负责人代表江苏省楹联研究
会，为淮安区石塘镇颁授江苏省楹联
文化镇匾牌。

石塘镇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乡镇、江苏省文明乡镇、全国生态文
化旅游镇。近年来，石塘镇党委充分
认识到楹联的润德、启智、怡情等价
值，大力支持和推进楹联文化镇建
设。该镇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楹联协会，在
组织制度以及人、财、物等方面都给予
充分保障。楹联协会按照有班子、有
阵地、有经费、有活动、有队伍、有作品
的“六有”标准进行建设和完善。

石塘镇努力让楹联文化融入各行

各业，助力乡村振兴。邀请市、区楹联
专家开展楹联写作培训，定期举办交
流研讨会，组织创作采风、楹联征文竞
赛活动等。每年春节，该镇还组织“迎
新春·送祝福”义务写春联活动，做到
文化为民、服务便民，将党的好政策及
时送到千家万户。该镇诗词楹联协会
在张兴社区打造了115米长的诗词楹
联文化长廊，为张兴这个省级生态文
明村、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增添文化内
涵，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石塘镇还通过开展楹联文化镇创
建工作，发现和培养一批楹联人才和
骨干力量。目前，该镇拥有楹联爱好
者60多人，其中中国楹联学会会员4
人，他们创作了一批批富有时代气息、
具有石塘地方特色的优秀楹联作品，
让楹联文化在石塘这块红色热土上得
以传承和弘扬。

淮安区石塘镇
获评江苏省楹联文化镇

江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文明志愿活动

朱码船闸慰问待闸船员

市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决赛
在淮安工业中专举行

淮安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聚焦“三个提升”——

推进养老领域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关键时刻显身手
——记第六届淮安市道德模范孙芳

绿色赋能发展 创新引领未来
双阳化工走出企业转型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