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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报道之乡村提优篇
要要
本报记者

70 年袁 弹指一挥间曰70 年袁 旧貌换新

你看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结实又敞亮袁楼
上楼下两层共 100 多平米袁 不仅外观漂
亮袁而且内部设计也非常合理袁水电气用
起来十分方便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做梦都
要笑醒了遥 冶聊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时袁贺
东村村民施文秀感慨万千遥 在射阳袁像洋
马镇贺东村这样经历野大变身冶的乡村还
有很多噎噎
越来越舒适的居住环境袁越来越开怀
的百姓笑容袁都得益于我县持续改善农民
群众住房条件遥 县委尧县政府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
领袁确立野生态尧宜居冶定位袁不断对村庄进
行改造提升袁通过整体谋划尧分步实施尧逐
年推进袁 坚持不懈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
件袁 在全面掌握农民群众的住房情况尧真
实意愿和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袁大力实施康
居工程袁不断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尧公共服
务和文明程度袁让农民群众过上与时代同
步的现代城镇生活袁实现野安居尧康居尧乐
居冶遥 在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中袁我县坚持分
类施策袁野对症下药冶袁 针对无力自建的低
保户尧重残户等困难群众实行财政全额托
底袁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得到大幅提升袁越
来越多的农民住上了楼上楼下的新居袁享
受着惬意的美好生活遥
道路畅 群众悦
全面奔小康袁关键在农村曰农村奔小

颜遥

70 年的时光变迁中袁我县乡村面貌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从阴暗潮湿的茅草房尧
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袁到新颖别致的小楼尧四
通八达的野四好农村路冶噎噎一幅美丽宜居
的乡村新画卷在鹤乡大地徐徐铺展遥
住得好 百姓赞
安居方能乐业遥房子对中国人而言有着
特殊的意义袁它不仅是容身之所袁更是家的
象征遥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袁我县农民住房条
件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我县地处苏北沿海袁 是农业大县袁农
村面积大尧人口多遥 建国之初袁农民一穷二
白袁 填饱肚子才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遥
建国初期袁农村住房大多是就地取材的茅
草房袁到改革开放之初袁农村住房多是野人
字头瓦屋面袁猪圈厕所盖在前冶的砖瓦房袁
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普遍不高遥
时下袁走进洋马镇贺东村袁仿佛走进
了陶渊明笔下的野世外桃源冶袁白墙黛瓦的
小楼错落有致袁 笔直宽敞的道路四通八
达袁空气清新袁环境优美袁让人感到格外舒
畅遥 曾经的贺东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庄袁
这些年袁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袁这里逐渐变
成了既有古朴风貌袁又具有现代气息的特
色田园村庄遥
野以前出门是烂泥地袁家家户户住的
是砖瓦房袁 和现在的条件直接就没法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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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慎传

康袁基础在交通遥 野路难走冶是很多人之前
脑海里对农村的第一印象遥 土路又窄又不
平袁行走在路上袁常常是晴天一身灰尧雨天
两脚泥噎噎
野以前一下雨袁家门口的烂泥路根本
就踩不下脚袁好几天家里人出不去尧外面
人进不来遥 冶在新坍镇安家洼村袁今年 72
岁的村民周汉光说袁 他家以前住在小河
边袁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土路连通外面遥
2001 年以前袁全县农村公路尤其是乡
通村公路袁大部分还是原始的泥巴路和低
等级的砂石路路面袁有的偏远村庄甚至只
有羊肠小道袁农民出行难袁生产生活和交通
极为不便袁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遥
民有所盼袁政有所为遥 野告别泥巴路袁
走上水泥路冶野出门有路袁抬脚上车冶一直
是农民的期盼遥 县委尧县政府坚持把修通
农村公路作为给群众打开脱贫致富大门
的野金钥匙冶袁把农村路网与干线路网建设
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袁克难攻坚加快农村公
路建设步伐遥
野如今家乡的道路真的是四通八达袁
不但行车方便得很袁而且出门抬脚就能登
上公交车噎噎冶今年中秋前夕袁回家乡四
明镇过节的张老板高兴地说遥 发生如此变
化袁与我县积极贯彻落实农村公路提档升
级野三年行动计划冶密不可分遥 三年来袁我
县累计完成道路提档升级 854 公里尧桥梁
417 座袁累计完成投入 17.53 亿元遥

当前袁我县农村公路建设正紧紧围绕
野建好尧管好尧护好尧运营好冶标准要求袁加
快落实县十五届四次党代会提出的野加快
县道网和耶四好农村路爷建设冶的要求袁结
合产业布局和旅游景区特点袁 重点打造
野115冶示范环线遥 野耶1爷袁即全县 1 个大环
线袁 依托 228 国道尧226 省道和县道新长
线尧海堤线尧射千线以及幸福大道袁将鹤乡
菊海尧海王禅寺尧贝拉玫瑰园尧日月岛生态
公园尧千鹤湖公园等旅游休闲景点袁凤凰
农业园尧航空产业园尧陈洋草编等特色产
业园袁裕民村尧万隆村尧新庄村等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点进行耶串联爷遥 耶15爷即 15 个镇
区示范环线袁围绕各镇区产业特色和美丽
乡村规划袁划定 15 个镇区小环线遥 冶县交
通部门负责人介绍野四好农村路冶创建规
划时说遥
产业跟着公路走袁 公路促进产业活袁
产业推动农民富遥 驱车行驶在乡村田野袁
一条条公路像玉带飘舞在鹤乡大地袁一条
条柏油路和水泥路拉近了城乡距离袁被广
大人民群众誉为民心工程尧德政工程遥
农业优 农民富
每年初夏袁位于四明镇维新村的广林
家庭农场野稻虾共作冶养殖基地就是一派
忙碌的景象袁远远就能听见村民们爽朗的
笑声袁前来收购龙虾的商户排起长龙般的
队伍袁村民们的口袋也随之鼓了起来遥
生态高效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由
之路遥 瞅准了稻虾共养带来的高效益袁四
明镇经考察研究后袁决定把稻虾共生作为
该镇特色产业袁 主动帮助村民流转土地袁
并通过招商引资引来外地客商投资兴建
了 2000 亩的稻虾养殖基地遥 渊下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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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本报讯 渊记者 施露 通讯员 于祝
龙冤10 月 5 日上午袁 兴桥镇成功签约总投
资 1 亿元的笑盈盈高端纺织项目遥 该项目
由常熟创悦纺织有限公司投资袁 租用兴桥
台资工业园一栋 4150 平方米厂房袁新上高
端纺织面料生产线遥进入四季度袁围绕县招
商引资野决战四季度冶活动实施意见袁兴桥
镇坚持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举措袁广辟招商引资渠道袁招商引资
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出台工作方案袁明确目标任务遥该镇制
定 叶招商引资 野决战四季度冶 活动实施方
案曳袁明确全镇四季度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及
各村居单位招商信息上报任务曰 进一步落
实全员招商责任袁 班子成员按分工牵头村
居尧部门单位落实签约项目任务袁完成情况
和年终评先评优尧绩效考核挂钩遥
组织系列活动袁广泛收集信息遥该镇收
集整理本地在外贤人能士资料袁 建立招商
引资资源库袁依靠亲戚尧朋友尧同学等各种
关系袁捕捉各类有价值的招商信息袁吸引能
人回乡尧企业回办曰利用国庆假期人员走动
频繁尧 各类聚会较多尧 信息交流便捷的机
遇袁 招商条线人员放弃休假全天候进行项
目信息收集跟踪曰10 月 2 日下午袁 组织 23
名兴桥在外事业有成人士代表恳谈会袁现
场收集有价值项目信息 5 条遥
邀请客商来镇袁跟踪服务项目遥国庆节
期间袁该镇累计邀请台商 3 批 6 人次来镇投资考察袁与常熟创
悦纺织尧 鑫利锦纺织等项目投资商就项目落户进行面对面洽
谈交流曰持续跟踪服务重点在谈项目袁专人对接跟进袁每周询
问进展情况袁力促项目早签订遥
野下一步袁我镇将进一步整合招商队伍袁增强力量袁将任务
指标分解至各招商分队袁责任落实到人遥 同时袁加大驻点和外
出招商力度袁充分发挥在外成功人士和镇内企业人脉作用袁不
断挖掘新的项目信息袁加大在手亿元项目跟踪力度袁在全镇迅
速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高潮遥 冶该镇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表示遥

勤力热电为客户打开“方便之门”
本报记者

国庆假日期
间袁 位于盘湾镇
韩资产业园内的
韩塑新材料有限
公司组织员工加
班加点赶制订
单袁 为决战四季
度尧 奋力夺全年
奠定坚实基 础遥
图为该公司生产
车间一角遥
吴贵民 摄

要记盐城天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冬青
要要
本报记者
从田埂上一路走来的农村青年王冬
青袁凭借吃苦耐劳和敢想敢拼的精神袁经过
三十年的努力袁 将盐城天源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打造成具有年产各种规格变压器铁芯
3500 砘袁导电杆尧接线头等变压器配件 10
万套的生产能力袁 年产值近亿元的规模企
业遥
日前袁 王冬青像往常一样进入生产车
间巡视袁只要在企业袁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
课遥 讲起当初为何创业时袁他说袁自己就想
当时代的弄潮儿遥 野高中毕业后袁我做过代
课教师尧企业销售袁后来受改革开放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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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袁我也想闯一闯市场袁干一番属于自己
的事业遥 下定决心后袁我就辞职了袁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创办公司从事变压器铁芯制
造袁开始了创业生涯遥 冶
1993 年开始创业时袁 王冬青的创业资
金只有 3000 多块钱袁 厂里只有 9 个工人袁
厂房是租赁的袁资金尧销售尧技术是他一人
承担袁还要和大厂尧老厂竞争袁面临的困难
可想而知遥 公司车间主任王标赞叹道院野王
总让我最佩服的就是能吃苦尧 肯吃苦的精
神袁 公司要赶制产品袁 不管加班到什么时
候袁他都会和职工在一起遥 冶
阴社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 号

2004 年袁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袁王冬
青买下了原合兴乡政府闲置的办公用房袁
并新建了 1500 平方米生产车间袁添置了生
产铁芯的先进设备遥 由于业务量突然增大袁
资金周转非常紧张袁原材料采购不及时袁导
致企业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遥 为保证正常
生产袁王冬青四处筹集资金袁将自己居住的
别墅和县城繁华地段的二间商用门市对外
出售袁自己和家人全部搬到公司居住袁这才
缓解了资金压力遥
如今袁落户合德镇工业园区的盐城天源
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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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上午袁记
者来到位于黄沙港镇
生态工业园区内的勤
力热电有限公司采访袁
虽然国庆假期还没结
束袁但该公司已经开足马力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了遥 野为满足
周边企业生产用电袁综合考虑生产能力袁我们今天重新整顿袁
恢复生产遥 冶该公司办公室负责人高大芹告诉记者遥
勤力热电有限公司总投资约 4.3 亿元袁占地面积 108 亩袁
主要为双灯尧双胜等造纸企业和鼎龙尧恒大等水产品加工企业
配套供汽袁 同时并 网 发电 袁 现额 定 生产 能 力每 小 时发 电
1.5MW尧供汽 80-90 吨遥
公司控制室内袁技术人员实时监控生产全过程袁确保发电
设备安全平稳运行曰室外袁巡检管网线路的工人定时巡查袁排
查安全隐患遥 野安全是企业生产的生命线遥 我们特别邀请拥有
丰富管理经验的江苏苏龙热电的管理人才进驻袁 引进先进专
业的管理理念袁制定实施员工培训计划袁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
力袁确保向周边企业提供优质尧稳定尧安全的热源和电力遥 冶高
大芹向记者介绍道遥
为方便周边用电尧用汽企业袁勤力热电大力推进黄沙港热
网工程建设遥 该工程主线及支线全长约 8.7 公里袁设计最大热
负荷约 43.2 万吨/年袁预计初期热负荷约 7.5 万吨/年袁远期约
15 万吨/年遥 野黄沙港线冶从厂内已建分汽缸接出袁途径海港
路尧东方路尧西环路等路段袁末端分别向东尧向西沿海星路敷
设袁确保管道运输的科学性尧稳定性和安全性遥 野新建的热网工
程根据现有热用户进行设计袁离热用户的用气点非常近袁大大
降低了企业用汽成本遥 冶 公司热网工程负责人缪国峰告诉记
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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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发电 1.5MW尧供汽 80-90 吨要要
要

特写

野我已经毕业 6 年了袁一直在外
地工作袁今天招聘会提供的岗位也挺
多的袁如果有合适的袁就打算换一个
工作袁可以离家近一点遥 冶10 月 3 日
上午袁 记者一走进县人社局服务大
厅袁就被热闹的场景所吸引袁数个招
聘展位前求职者趋之若鹜袁现场应聘
本 的印琪对记者说道遥
报
此次野庆国庆袁促就业冶现场招聘
记
会由县人社局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
者
联合举办遥 招聘会现场袁有父母陪子
葛 女找工作的袁有和朋友一起来了解企
静 业招工待遇的袁也有在外地实习趁国
漪
庆回乡探亲的大学毕业生袁招聘会现
场人头攒动袁热闹非凡遥题桥纺织尧中
国中车尧 远景能源等 61 家用人单位
现场提供 2117 个就业岗位袁旨在野招
才引智袁招工引匠冶袁吸引更多的人才
留在家乡袁助力发展家乡遥
野由于企业产能扩大袁目前我们
公司正在进行二期工程建设袁急需招
聘 60 余名操作工和物流管理人才袁
本次招聘会给我们解决了用工难
题遥 冶远景能源人事部负责人李梦爽
告诉记者袁野今天已有 50 多名求职者
表明了职位意向袁 其中 30 人已经留下具体的联系方
式袁接下来袁我们将进行进一步交流遥 冶
招聘会现场有许多针对退役士兵的普及免费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信息遥 县人社局分管负责人介绍
说院野为举办好此次专场招聘会袁节前我们通过走访企
业袁采集了很多适合退役士兵的岗位遥 同时袁通过微
信尧网站尧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袁重点开展面向在外务
工人员尧退役军人与随军家属尧离校未就业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宣传袁从今天入场情况来看袁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遥 活动当天报名登记人数达 1200 人袁436 人达成
就业意向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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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模不断做大袁 拥有生产用房 2.5 万平方米袁
年产值近亿元袁年创利税 500 多万元遥
勇立潮头袁奋楫者先遥 在 30 年的创业
生涯中袁王冬青不断提升自己袁先后参加了
省委党校干部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和清
华大学国际化管理与创新总裁培训班学
习遥
在企业不断做大的同时袁 王冬青不忘
初心袁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袁录用周边群众
到公司打工的就有 60 多人遥 与此同时袁公
司连续多年为敬老院尧困难弱势群体尧失学
儿童尧 公益事业捐款捐物袁 累计超过百万
元遥 王冬青先后当选县政协委员尧县人大代
表和市政协委员袁并认真履行职责袁积极为
发展地方经济建言献策遥

阴版面编辑院 颜立文

阴组版院 王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