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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记者走进新坍镇星
火创业公社袁只见负责人秦婷
玉正在忙着整理店里的快递袁
与买家在线交流尧 处理订单尧
包装发货袁一套操作行云流水遥
伴随着鼠标的点击声袁不一会
儿袁又一笔订单达成袁真正是
野足不出户做成买卖冶遥

野以前袁农村群众主要的
消费途径是赶大集尧去小商超袁
自从有了农村淘宝袁村民们的
购物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
变化遥 冶秦婷玉向记者介绍道遥
随着野农村淘宝冶的不断推广袁
越来越多的村民借助互联网
这一平台袁将当地的农副产品
推销到全国各地袁使当地的农
副产品市场得到进一步激活遥

秦婷玉指向手边的一个
货架向记者介绍说院野这是我们
当地农户手工制作的耶蔡记牛
肉酱爷袁 包装是我们自己设计
的袁你看这个里面牛肉粒很饱
满袁而且口味也是得到了大家
的普遍认可袁现在网上销售势
态很好袁销售量已经突破一万
瓶袁此外我们可以还为村民们
提供代购服务遥 冶

星火创业公社是新坍镇
打造的野互联网+农业+特色产

业冶创业服务平台袁总投资近
300 万元袁 整体营运面积约
3000平方米遥其先后与南京大
学盐城电子商务研究院尧阿里
巴巴尧摩度空间尧我能工厂等创
客团队结成创业联盟袁招引入
驻创客团队 3家尧 企业 10余
家袁成功策划包装了杂粮年糕尧
生态兔肉尧散养草鸡等地方产
品袁成功推介展示并在网上销
售的特色地方产品达 50 多
种遥

野除了耶蔡记牛肉酱爷袁我们
还重点推广耶沈氏富硒米爷尧耶臧
家豆制品爷尧耶食为天兔肉爷等当
地农副产品袁此外袁还帮助周边
60多户低收入农户销售杂粮尧
豆制品等袁通过淘宝尧微信商
城尧苏宁易购等平台销售袁销量
非常可观袁 每月销售额达 25
万元遥 冶秦婷玉笑着说袁野接下
来袁我们会着力将更好尧更具有
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推到在
平台上销售袁带领村民共同致
富遥 冶

星火创业公社

“足不出户做成买卖”
本报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蒋雯杰

大干三季度

进入三季度以来袁 高纺区加快推动传统
纺织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袁不断加大产业集聚尧
技术改造尧装备更新力度袁积极构建纺织业发
展新体系遥

右图为彩仑印染生产车间一角遥
下图为欧斯曼纺织公司火热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信步走在县城新城区袁商贸尧金融尧餐饮等业态不断
完善袁吾悦广场建设如火如荼袁大润发尧平安保险等知名
商家相继入驻袁一个新兴的商贸功能圈正逐步成型遥

在千秋阳河湾风景区享受生态魅力袁 在华中工委纪
念馆追寻红色历史记忆袁 在洋马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
园体验农事活动袁全域旅游版图不断延展遥

射阳港物流园尧射阳物流园尧航空产业物流园等重点
物流园区加快推进袁河海物流尧第二航运尧昶驰物流等公
司影响力逐步扩大袁运输动脉更加畅通遥

曾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射阳袁 如今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袁很长一段时间由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袁自 2013年
以来袁我县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实现野三二一冶格局之后袁第
三产业增加值不断增长袁 已成为县域经济重要增长点遥
2018年袁全县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 16.3︰36.7︰47袁实
现服务业增加值 252亿元袁较 1978年年平均递增 16.9%曰
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 47%袁 比 1978年提
高 25.9个百分点遥

政策配套完善 回应时代课题
建国以来袁 经济运行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变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优化袁市场活力

不断迸发遥 我县第三产业发展规模从小变大袁商贸流通
服务业不断发展袁社会服务业迅速崛起袁生活服务尧休闲
娱乐业尧商务服务不断升级遥2018年袁全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190.2亿元袁是 1986年的近 70倍遥

为适应经济发展水平袁 不断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袁近年来袁我县在政策尧机制等方面下大力气袁破解发
展难题袁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遥

以政策为导向袁引导服务业统筹发展遥 我县计划出
台叶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意见曳袁增强
企业投资和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曰县财政每年设立服务
业引导资金 2000万元袁 对新增服务业规模企业实行奖
补袁对符合政策的企业及时奖励兑现曰各级服务业专项
引导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和新型业态发
展遥

健全工作机制袁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保障遥 我县建立
综合管理体制袁县发改尧商务尧财政尧统计尧市场尧税务等
部门按季召开联席工作会袁以高效工作机制推动服务业
稳步发展遥 健全服务业工作协调机制袁县发改委按月召
开形势分析例会袁及时了解和掌握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新情况尧新问题袁提高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能力遥

在政策扶持下袁我县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袁经济贡
献率不断提升遥 2019 年前三季度预计实现服务业增加
205亿元袁同比增长 8.6%袁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47.45%曰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0.5亿元袁 同比增长 8.4%曰今
年上半年实现服务业税收 16.68亿元袁同比增长 23%袁占
全县税收总额的 68.6%遥

整合发展优势 产业融合创新
野没想到石头也可以做成这么精美的艺术品袁场馆

的布置搭配相得益彰噎噎冶9月 10日袁我县举办江苏窑射
阳港第二届石材产业峰会暨玉石展销鉴赏活动袁客商们
对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石材产业园石尚文化创意空间的
设计布局赞不绝口遥 石尚文化创意空间专门从事石料生
产和销售袁努力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野新样本冶遥

这是我县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图景遥 近年来袁
我县以野水绿生态窑鹤乡射阳冶为定位袁以发展全域旅游
为方向袁打造野一核两带五片区冶的旅游发展空间布局袁
同步推进旅游产业与城乡建设尧工业农业尧文化教育等
融合发展遥 放眼全县袁旅游版图不断扩大袁旅游圈逐渐覆
盖全域院日月岛生态旅游区尧黄沙港渔港经济区尧射阳港
滩涂休闲观光体验区等景区项目加快建设袁 精品旅游线
路得到进一步拓展曰 渊下转三版冤

当“发动机”装上“涡轮增压”
要要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报道之产业篇渊下冤

本报记者 成杰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冤9 月 18
日下午袁园区整合工作会办会在县行
政中心十楼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在讲话时要求袁深入
落实市委尧市政府决策部署袁全面做
好工业园区布局优化调整和管理整
合提升袁 促进要素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袁以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和推
动全县经济发展高质量遥

吴冈玉指出袁优化整合工业园区
是市委尧市政府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
出的创新举措袁也是推动射阳工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袁事关全县
经济发展大局遥各相关镇区部门要认
真领会市会及相关文件精神袁针对整
合中存在的问题袁及时与相关部门协
调对接袁进一步优化整合方案袁以更
大的力度尧 更高的成效推进园区整
合遥

吴冈玉强调袁园区优化整合不是
简单合并袁要兼顾各方利益袁发挥各
自优势袁激发聚合效应遥 要明确产业
定位袁合理配置招商资源袁强化产业
集中招商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袁加强
运行监管袁打造特色创新集群遥 要落
实专业安全环保力量袁严格落实属地
监管责任袁牢牢守住发展底线袁实现
园区有序开发尧 高效建设和科学管
理袁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吴冈玉要求袁各相关部门尧镇区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袁增强推动工业
园区优化整合的行动自觉袁主动担当
作为袁健全组织体系袁成立专门班子
队伍袁完善人员编制袁形成有效合力袁
严格督查考核袁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
进袁实现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尧功能定
位更加科学尧 产业布局更加合理袁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遥

会上袁 县工信局通报全县园区整合工作中涉及相关机构
设置尧人员整合尧园区规划情况曰射阳经济开发区尧射阳港经济
开发区尧合德镇尧海河镇尧海通镇尧兴桥镇尧盘湾镇尧洋马镇尧黄
沙港镇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园区整合后的机构设置尧 人员整
合尧规划调整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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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你们的设备主
要 适 用 于 哪 些 领
域钥 冶野我们研制的有
机废弃物原位处理
设备适用于对环境
要求较高的养殖场尧
餐厨垃圾处理厂尧有
机肥加工厂等袁产品
结构紧凑袁占地面积
小袁 无需建设厂房袁
自动化程度高袁节能
环保遥 冶近日袁记者来
到位于射阳经济开
发区的江苏中科纽
克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采访袁恰巧遇到来
自肯尼亚尧埃塞俄比
亚等国家的科研机
构和农业管理机构
人员考察该公司的
产品遥

是什么样的产
品引起了国外客户
的兴趣钥 野你看袁这就
是我们生产的筒仓
式连续堆肥发酵反

应器袁这也是我们公司的耶明星产品爷遥 冶公
司负责人唐子贵带领记者参观车间时袁指
着不远处的一个蓝色立体野大罐子冶说道袁
野别小看这个大罐子袁我们只需要把畜禽粪
污尧厨余垃圾等原料和秸秆尧锯末等生物质
按照比例投放进去袁经过它的加工袁就可以
生产出有机肥袁 而且发酵的尾气尾水经处
理也可以变成液体肥袁实现耶变废为宝爷袁可
以用来种田施肥等袁 这能为养殖场增加不
少的经济收益呢遥除此之外袁我们还有中小
型餐厨垃圾有机化处理设施尧 智能堆肥发
酵反应器等产品遥 冶

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生态农业尧 畜牧
业尧城镇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用户提供专业尧
高效的污染物无害化原位治理尧 废弃物资
源化循环利用尧 点源及面源污染整体解决
方案袁 实现从方案制定到供货调试的全程
化规范跟踪遥 唐子贵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院
野这得益于我们高度注重技术研发和人才
队伍建设遥公司不仅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袁
而且还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建立良好的技术合作关
系袁能够很好地保障产品的技术先进性遥 冶

野未来袁我们将进一步聚焦技术创新袁
抓好细分市场袁 研发更加适应零散型养殖
场户所需的新产品袁不断拓展市场份额遥 冶
谈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袁唐子贵信心满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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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传承了老一代农民勤劳朴实的传
统袁又踏着科技农业的浪潮袁具有新型职业农
民的睿智遥在蔬菜大棚里袁他和妻子运用农业
科技袁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尧提高生产效率遥 他
就是长荡镇西厦居委会四组居民尧 射阳县广
隆蔬菜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广明遥

20多年前袁 李广明搞的是小棚蔬菜种
植袁小打小闹袁形不成气候遥 头脑灵活的他想
到长荡镇离盐城市区比较近袁交通又便利袁适
合发展野城郊经济冶袁于是就决定发展大棚蔬
菜种植遥不懂技术怎么办钥一方面袁向镇农林
中心技术人员请教袁到东台去学习取经曰另一
方面袁 自费订阅 叶江苏农业科技报曳叶致富顾
问曳等报刊袁购买叶长江蔬菜曳叶丝瓜专版曳等技
术类书籍袁不断拓展知识面遥为让自己的大棚
蔬菜能够在大都市野站稳脚跟冶袁李广明注册
成立了射阳县广隆蔬菜贸易有限公司遥

发展大棚生产由于投入大袁 直接导致很

难准时发放工资袁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袁李广
明向银行申请贷款袁向亲朋好友借钱遥自妻子
担任居委会干部以来袁 他更是没日没夜地忙
碌袁只要客户需要袁他都坚持在第一时间把货
送到客户手中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遥如今袁李广明已拥有种
植大棚 200多亩袁年收入 40多万元遥 在 2017
年 7月县举办的返乡创业大赛上袁 他申报参
赛的叶日光大棚蔬菜种植与推广曳获优秀奖遥

一人富不算富袁大家富才算富遥李广明发

展蔬菜生产致富后袁本村吕秀国尧李广玉尧李
广清尧吴庭良等村民来讨教致富秘诀袁他都毫
无保留地传授遥 为让大家的大棚蔬菜不但能
长得好袁而且还能买出好价钱袁李广明和他们
签订了保护价收购合同袁实行包供苗尧包技术
指导尧包销售一条龙服务遥居民黄小龙想发展
大棚生产袁但没有本钱遥李广明知道这一情况
后袁主动承诺所有投资由他一人负责袁黄小龙
夫妻只负责管理袁 等蔬菜销售后再归还投资
的本钱袁不收一分钱利息遥 如今袁种植大棚 7

个袁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遥到目前袁在李广明
的示范带动下袁 西厦居委会大棚果蔬种植面
积已发展到 200亩以上遥 在县残疾人联合会
的帮助下袁 李广明又创办了全县第一家残疾
人扶贫基地袁目前在他的贸易公司有 40多名
残疾人实现了再就业遥

只有把勤劳当作资本袁比别人付出更多袁
才会取得更大的收获遥 李广明勤劳致富得到
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全居干群的赞
扬袁连续 3年被县人大表彰为野优秀县人大代
表冶曰被县精神文明委员会表彰为野精神文明
建设示范户冶曰多次被长荡镇党委政府表彰为
野创业标兵冶尧野致富标兵冶遥 今年 2月袁他的家
庭被县委宣传部表彰为野百佳幸福农家冶遥

梦圆田野
要要要记射阳县广隆蔬菜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广明

本报通讯员 陆海英 张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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