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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成杰冤野Once evening a
terrible storm blew up. It lighted and
thundered and rained. It was really frightful
噎噎渊有一天晚上袁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突然
袭来遥 天空中雷电交加袁风雨大作遥 这真是
令人十分害怕噎噎冤 冶11 月 28 日下午袁在
射阳安徒生童话乐园体验馆一楼影视厅
内袁 丹麦王室亚历桑德拉公主和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共同为 30名来自港城小学
的学生们讲述安徒生童话故事 叶豌豆上的
公主曳袁并和学生进行亲切互动袁让射阳的
小朋友更加了解安徒生的童话世界袁 感受
安徒生童话的文学魅力遥

活动在主持人月亮姐姐王昊轻松愉悦
的开场解说中开始遥 亚历桑德拉和吴冈玉
以英文尧中文交替穿插讲演的方式袁为现场
学生生动地讲述了篇幅简短又意蕴深远的
童话故事叶豌豆上的公主曳遥 学生们聆听故

事袁 并提出自己对童话的理解遥 活动过程
中袁 亚历桑德拉和吴冈玉与学生们亲切交
流袁分享各自对安徒生童话的喜好和理解袁
共同勉励学生们多阅读尧多思考尧多体悟遥
亚历桑德拉还热情地向同学们介绍了丹麦
的风土人情尧 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教育发
展情况等袁 邀请中国学生去丹麦游览尧学
习遥 活动现场氛围融洽袁掌声频起遥

活动中袁 丹麦王室亚历桑德拉公主向
吴冈玉赠送了童话故事中的 野豌豆冶 艺术
品曰 参加活动的王室成员还向现场学生赠
送了礼品遥

叶豌豆上的公主曳是安徒生故事系列中
的著名的一个袁其经典故事情节深入人心遥
叶豌豆上的公主曳讲述了关于王子寻找真正
的公主的故事袁故事简单而且家喻户晓曰此
外袁 还有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相关电影及
动画等遥

丹麦公主亚历桑德拉为
我县小朋友讲安徒生童话故事

吴冈玉共同参与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 吴贵民冤11月 28日下午袁射阳现代服务

业专题招商推介说明会在县人才公寓二楼会议室举行遥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吴冈玉出席活动并致辞遥现场共签约 8个服务业项目袁计划总投
资 44.9亿元遥

吴冈玉在致辞中说袁 当前国家已将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作
为战略重点袁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袁一系列政
策的集成尧制度的创新尧资源的共享袁都为现代服务业新一轮发展提
供了难得的契机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尧江苏沿海开发和淮河
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袁处于三大战略交汇区域的射阳袁
战略机遇叠加优势更趋明显袁 必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投资兴业的又一
热土遥我县便捷的交通环境尧宜居的生态环境尧优良的营商环境袁是加
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信心所在袁也必将增强各位客商的投资信心遥近
年来袁我县通过实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野双轮驱动冶尧融合发
展袁全面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尧比重增加尧结构优化尧集聚度提升尧竞
争力增强袁全县服务业规模企业每年平均新增 60个以上遥 今年前三
季度袁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将近 200亿元袁同比增长 8.5%袁占 GDP比
重 48%遥

吴冈玉表示袁下一步袁我县将重点发展城市服务业尧生态旅游业
和服务业集聚区遥从城市服务业来看袁射阳是长三角北翼一座新兴的
海滨工商业城市袁 城市发展框架已经全面拉开袁 城市十大组团高标
准尧快速度推进遥 渊下转二版冤

县举行现代服务业
专题招商推介说明会

吴冈玉致辞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 成杰冤11月 28日上午袁射阳第十
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在县全民健身中心开
幕遥 丹麦王室亚历桑德拉公主尧阿勒弗里德特伯爵袁安徒生奖
创始人本尼窑尼伯受邀参加活动遥 县委书记唐敬致辞袁县委副
书记尧县长吴冈玉主持开幕式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尧县
政协主席邱德兵尧 县委副书记陈铁军出席遥 近 20家世界 500
强企业尧近 20家协会商会尧近 100家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袁高
层次人才代表和媒体记者参加活动遥活动上袁24个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签约袁 计划总投资 61.7亿元袁 其中 5要10亿元项目 4
个尧10亿元以上项目 1个遥

唐敬在致辞中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百万人民袁 向出席
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袁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射阳发
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遥 他说袁多年来袁我们坚持以鹤为
媒尧以节会友袁连续举办了 13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袁结出了共
建共商尧共享共赢的丰硕成果遥 特别是近几年来袁随着一批好
项目大项目相继落户袁有力助推了全县经济社会稳健向好袁连
续三年蝉联盐城市综合考核先进尧入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袁
前不久再次被国家工信部评为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县遥 在这片

土地上袁丹鹤文化正成为射阳矢志勇攀新高的重要动力遥 坚持
培大育强野3+3冶主导产业袁全力打造沿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地曰相继建成可供万人同游的千鹤湖公园尧国内第二家安徒生
童话乐园等一批标志性城市精品工程袁恒大尧碧桂园等地产巨
头纷纷入驻袁城市经营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市第一曰拥有全省
一流的教育水平袁 全市领先的医疗及养老条件和享誉国际的
文化供给袁野一全员四托底冶的保障制度全省推广袁人民生活质
量持续提高袁射阳正成为资本关注尧人才向往尧客商青睐的创
业创新高地遥 在这片土地上袁丹鹤文化正成为射阳汇聚优质资
源的重要引擎遥 依托承接南北尧内联腹地尧通江达海的交通优
势袁射阳空港商港渔港竞相崛起遥 全省首条以地方主导建设的
盐射高速袁建成后将与盐城高速高铁网无缝对接袁全面融入上
海 1.5小时尧南京 2小时尧北京 3小时经济圈遥同时拥有两个省
级经济开发区和一个市级特色专业园区袁 拥有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尧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尧远景大数据中心等一批
创新载体袁拥有史上力度最大的人才新政袁为高质量发展积蓄
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遥 在这片土地上袁丹鹤文化正成为射阳
构建和谐共生的重要平台遥 独特的红色文化尧湿地文化尧海盐

文化尧 移民文化在这里积淀交融袁 孕育了和谐包容的人文底
蕴袁凡人善举尧先进典型不断涌现袁形成了择善而从尧积极向上
的社会风尚遥 当前袁射阳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袁迎接每一
位前来投资兴业的各路客商袁 射阳将竭尽所能提供精准尧悉
心尧周到的服务袁让大家感受到一诺千金的诚信尧公正透明的
法治尧高效便捷的服务尧宾至如归的热情遥

开幕式上袁丹麦安徒生奖创始人本尼窑尼伯宣读来自世界
著名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要要要丹麦欧登塞市市长彼得窑拉贝
克窑朱艾尔的贺信遥 贺信中袁彼得窑拉贝克窑朱艾尔热情祝贺射
阳安徒生童话乐园隆重开园袁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丹麦克
里斯汀窑安徒生的生活经历袁 汲取童话故事中的人生智慧袁并
表达了进一步增进两地文化交流袁 共享安徒生童话世界魅力
的良好愿景遥

活动上袁我县作招商推介袁并与省侨商总会签订委托招商
合作协议遥 丹麦阿勒弗里德特伯爵尧台湾永冠集团江苏钢锐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执行长房振江尧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张金池尧
江苏天谷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佳辉分别讲
话遥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叶恋上射阳曳VCR遥

射阳第十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经贸洽谈会开幕
唐敬致辞 吴冈玉主持 季晓春邱德兵陈铁军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 葛静漪 彭岭 盛诚冤11月 28
日上午袁我县举行工业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遥县委书记唐敬袁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分别出席视远真空镀膜设备制造项
目和华能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开工活动并讲话袁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尧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尧县委副书记陈铁
军等参加项目开工活动遥

唐敬在讲话中说袁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把野聚焦项目强
县袁聚力开放创新冶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袁围绕
培大育强野3+3冶主导产业体系袁全力主攻财源型尧开放型尧科
技型尧旗舰型项目袁全面打响招商引资攻坚战袁形成签约一

批尧开工一批尧投产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袁全县新审批项目
数尧计划投资额尧产业项目开竣工数均居全市前列遥 他要求袁
全县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袁牢记初心使命袁强化责任
担当袁在项目招引尧落地尧开工上再抓实袁在项目保障尧服务尧
推进上再抓细袁 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跨越曰
各层各级要恪守野亲冶野清冶原则底线袁严格落实野五个一冶工作
机制袁努力为项目实施创造一流条件尧提供一流服务尧打造一
流环境曰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定出节点尧定准措施尧定实责任袁
抢时间尧抓进度袁严把安全质量关袁共同推动项目早投产尧早
达效遥 渊下转二版冤

我县举行工业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
开工 19个项目 竣工 11个项目

唐敬吴冈玉季晓春邱德兵陈铁军参加

本报讯渊记者 周
蓉蓉 冤11 月 28 日上
午袁我县举办射阳安徒
生童话乐园开园活动袁
丹麦王室亚历桑德拉
公主尧阿勒弗里德特伯
爵出席活动袁安徒生奖
创始人本尼窑尼伯致
辞袁县委书记唐敬宣布
开园袁 县委副书记尧县
长吴冈玉袁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季晓春尧县政协
主席邱德兵尧县委副书
记陈铁军参加活动遥

本尼窑尼伯在致辞
中介绍了安徒生的生
平遥他说袁汉斯窑克里斯
汀窑安徒生是个梦想
家袁他的成功来源于笔
下的童话故事遥一位印
度的哲学家说袁所有人
都可以在安徒生童话
里找到生活中问题的
答案袁而安徒生童话的
精髓就是 1843年他所
写的童话叶丑小鸭曳遥安
徒生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有个关于城堡的梦袁
而射阳安徒生童话乐
园将安徒生的梦想变
为现实遥今天能来到这
里见证射阳安徒生童
话乐园的开园袁是我生
命中的重要时刻遥希望
射阳人民一切安好袁都
能够到乐园里品读安
徒生童话故事袁并来到
丹麦欧登塞去更多地
了解安徒生遥

唐敬在讲话中代
表县四套班子向射阳
安徒生童话乐园的顺
利开园致以热烈祝贺袁
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遥 他
说袁今天正值射阳第十
三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隆重开幕之际袁 国内第二家
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安徒生童话乐园盛装开园遥 安
徒生童话乐园作为传承世界优秀文化和开展中外文
化交流的载体袁 是射阳文化旅游事业步入快车道的
开篇之作袁 也是丹麦安徒生著名文化品牌与射阳独
特文化资源深度融合的经典之作遥项目启动以来袁安
徒生投资集团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尧 丰富的建设管
理经验和展现的创新创业精神袁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袁让我们受益匪浅遥安徒生童话乐园的成功
运营袁必将极大提升我县城市的品质内涵袁有力推动
城市能级的整体攀升曰 必将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袁 推动我县文旅产业繁荣发
展曰必将全面拓宽射阳对外交流渠道袁推动国际合作
再结硕果遥 我们期待射阳安徒生童话乐园以开园为
新的起点袁按照高标准尧高质量尧高速度的要求袁加快
推进二期及动力设施建设袁力争早日全面开放运营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安徒生集团等众多投资者提供
更多更优的服务尧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袁共同将射阳
安徒生童话乐园打造成江苏亲子旅游新地标尧 江苏
文旅版图新名片尧中丹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新平台遥

开园活动中袁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野月亮姐
姐冶 王昊给射阳百万人民以及孩子们带来真诚的祝
福袁 上海安徒生童话乐园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浩展发
言袁 县城建集团负责人汇报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筹备
情况遥

出席活动人员还共同参观射阳安徒生童话乐
园袁 观看一系列表演节目袁 并与园内的孩子热情互
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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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单纯的美人鱼尧清秀可人的拇指姑
娘尧勇敢的锡兵尧穿着野新装冶的皇帝噎噎安
徒生经典童话中的人物在这里齐聚一堂遥 11
月 28日上午袁 国内第二家也是目前规模最
大的安徒生童话乐园在我县开园遥

图淤现场人头攒动袁热闹非凡遥
图于月亮姐姐与现场小朋友进行互动遥
图盂孩子们畅游安徒生童话乐园遥

彭岭 吴贵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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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盛诚冤11月 28日下
午袁 城市土地推介恳谈会在县党群教育中心举行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出席活动并致辞遥

吴冈玉在致辞中说袁射阳拥有前景广阔的未来
发展空间尧焕然一新的城市建设面貌尧潜力巨大的
土地开发商机尧精准完善的政府配套服务遥近年来袁
我县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开发尧淮河
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机遇袁 聚精会神搞建设尧一
心一意谋发展袁连续四年获评盐城市年度目标任务
考核综合先进袁多次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
力百强县和全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县遥围绕打造生
态人文相融尧 水绿产城相依的新兴海滨工商业城
市袁我县以野精心规划尧精致建设尧精益经营尧精细管
理尧精美呈现冶为准则袁加快制定国土空间规划袁大
力推进南部新城野一轴两带冶核心区建设袁高标准组
织推进城市十大组团开发开放袁 城市承载能力尧发
展潜力尧开放张力持续增强袁城市更加宜居尧生活更
加便利尧环境更加优美遥

吴冈玉说袁近几年来袁我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制定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袁充分
利用刚性需求不断增长的有利条件袁坚持从射阳实
际出发袁 根据市场预期合理安排土地投放规模尧结
构和时序袁 持续提高地块开发的性价比和回报率袁
打造了一批商住楼盘和高档小区袁既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袁又提升了市场认可度和企业形象遥

吴冈玉表示袁射阳的城市建设正处于快速提升
的蝶变期袁投资射阳城市建设正当其时遥 我们欢迎
更多有远见尧有魄力尧有实力的地产界朋友袁更多品
牌信誉好尧资金实力强尧行业标准高的企业袁加入射
阳城市建设中来遥 对前来投资兴业的客商袁我县将
在认真落实好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袁提供野审批时限
最短尧材料最少尧流程最简尧收费最低冶的优质服务袁
切实让客商真正感受到射阳的野投资温度冶和野服务
热度冶袁着力打造高品质尧高回报的投资福地遥

会上袁与会人员一同观看叶魅力新港城窑投资新
高地曳城市规划专题片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作招商推介遥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尧博

士后熊国平袁碧桂园集团沪苏区域执行总裁上官鹏程袁敦安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峰等客商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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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中印 通讯
员 王克成冤11月 28日下午袁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季晓春率部分县人大
代表视察盐射高速开工建设情况遥

季晓春一行先后来到中铁十一
局打桩现场尧混凝土拌合站尧安全体
验馆尧钢筋加工场和实验室等现场袁
详细了解盐射高速开工建设尧 安全
生产等工作情况遥季晓春指出袁作为
全省首个地方主导建设的高速公
路袁盐射高速公路建设时间紧尧任务
重尧困难多遥盐射高速建设现场指挥
部发扬不怕困难尧不畏艰苦的精神袁
攻坚克难袁 很好地完成了前期各项
工作袁 为盐射高速开工建设创造了
良好条件遥就下一步建设工作袁季晓
春强调袁要抢抓时间节点袁全面加强
项目管理尧进度管理等工作袁着力提
高工作的组织化程度袁 切实提升办

事效率袁确保工程建设按时序推进袁
力争提前完成工程建设任务遥 要坚
持标准袁 以创建省级品质工程为目
标袁狠抓职能监管袁严格落实施工尧
监理等岗位责任袁 坚决按照规矩程
序办事袁 扎实推进盐射高速公路高
标准尧高质量建设遥要始终抓牢安全
施工这根主线袁严守安全生产红线袁
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袁 扎实做好
安全培训教育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袁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袁 确保工程平稳
推进遥要形成工作合力袁各相关镇区
和部门要共同担负起联系服务责
任袁全力配合施工建设袁及时协调解
决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袁 为工程
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袁 共同推
动盐射高速建设工作袁 为射阳早日
实现在盐城中部率先崛起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遥

县人大代表视察
盐射高速开工建设情况

季晓春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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