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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18年 5月 16日，台湾工商协进会理
事长、台玻集团董事长林伯丰一行来我县参加台
湾客商“鹤乡行”交流恳谈会。市台办主任尹贵尧
陪同。
绎2019年 5月 14日，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杨时云一行来我县观摩“全省畜牧业绿色发展现
场推进会”相关现场点。副市长顾云岭等陪同观
摩。
绎2019年 5月 14日，国家人社部农村社

会保险司副司长施朝阳一行来我县海通镇调研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渊成杰 整理冤

天南地北射阳人

作者简历：巴昆仑，武警徐州市支队
政委，射阳县海河镇人，1981年 10月入
伍，历任战士、文书、学员、总队组织干事、
指导员、宣传股长、教导员、总队办公室秘
书、支队副政委、学院政治部主任、支队政
委（上校），两次荣立三等功。在干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他潜心写作，先后在各级报
刊发表新闻通讯、理论文章、纪实专题片、
大型军事活动解说词等百余篇（部）。

1981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清晨袁海河汽
车站袁我身穿上黄下蓝的新军装袁胸佩光
荣花袁满脸青涩袁怀揣梦想袁迎着曙光袁在
喧闹的锣鼓鞭炮声和亲人们叮咛尧嘱咐声
中袁告别了家乡袁踏上了直线加方块的从
军路遥

春华秋实袁岁月如歌袁根的情结始最
真遥 我从一名普通士兵到上校团政委袁深
感自己所走的每一步袁 所经过的每一站袁
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袁都离不开组织的培
养尧同志们的帮助和个人的努力袁这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引路人和见证人袁也有太多
的酸甜苦辣相伴遥 但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最
根本的还得由自己把握遥 因此袁坚持自己
教育好自己尧自己管理好自己尧自己培养
好自己显得尤为重要遥

自己教育好自己袁既体现一个人的能
力素质袁 更展现一名领导干部的内在品
行曰不仅是一种示范导向袁更是一种境界

和激励遥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袁最重要的应
常怀一颗感恩之心遥 要看到袁我们每一个
岗位的获得袁每一项成绩的取得袁每一级
职务的升迁袁虽有个人努力的因素袁但更
多的是组织教育培养的结果袁 是领导尧战
友和亲人帮助支持的结果遥 在人生旅程
中袁如果能常念组织的哺育之恩袁父母的
养育之恩袁亲友的帮扶之恩袁前进中就会
增添不竭的动力袁就会自觉摆脱各种名利
的困扰袁视事业重如山袁视名利淡如水遥 领
悟到了这一点袁 名利面前就会多一份淡
定袁困难面前就会多一份勇气袁诱惑面前
就会多一份坚毅袁 进而辩证地学会比较袁
执着地学会负责袁始终把自己定格为普通
一员遥

自己管理好自己袁是领导干部的一种
形象尧一种表率袁给人以示范和引导曰更是
一种力量袁给人以鼓舞和鞭策遥 良好的形
象靠上级封不出来袁 靠权力压不出来袁靠
说道吹不出来遥 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把管
理好自己作为一生的行为遥 要修炼做人之
道袁先做人后做官袁树立为官有任期限制袁
做人是终生课题的思想遥 要树立浩然正

气袁不为蝇头小利所动袁不为名利所累袁不
为亲情所困袁从严要求子女尧家属和身边
人袁既算经济账袁更算政治账遥 要修养为官
之德袁既要有本事更要守本分遥 野德不厚者
不可为官冶遥 职务有高低袁能力有大小袁但
品行尧官德不能低遥 要自觉树起野高压线冶袁
做到办事不离谱袁行为不越轨遥 要慎思尧慎
微尧慎言尧慎行遥 要注意择善而交袁管住管
好野八小时之外冶袁净化生活圈尧交往圈遥 领
导干部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袁就会产
生巨大的凝聚力尧感召力和说服力遥 总之袁
要常提醒自己肩上有千斤重担袁身后有千
军万马袁自觉做到政治上不出格尧思想上
不沉沦尧经济上不贪占尧生活上不腐化袁用
自身良好的形象赢得部属的尊重遥

自己培养好自己袁 这是组织对领导干
部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袁 只有不断提高
能力素质袁 才能提升驾驭部队建设发展的
能力遥 要常充电袁着力提升学习能力遥 要坚
持把学习看着提高素质的第一需要尧 解决
问题的第一手段尧成长进步的第一动力袁切
实靠学习进步袁靠素质立身袁把学习当成一
种硬指标尧一种习惯尧一种风气袁努力成为

勤奋学习的模范遥 要理论结合实际袁着力提
升实践能力遥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遥要着
力把学习成果向实践成果转化袁 以求真务
实尧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袁把学习实践贯穿
于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袁 做到立言与立行
的统一尧理论与实践结合袁自觉更新发展观
念尧转变工作作风袁使部队建设始终沿着又
好又快的轨道发展遥 要常自省袁着力提升律
己能力遥 自律能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
素养袁只有严于律己尧完善人格尧筑牢道德防
线袁才能以野宠辱不惊袁看庭前花开花落曰去
留无意袁望天外云卷云舒冶的豁达胸怀去抵
制诱惑袁 才能更好地以非权力因素教育部
属尧感召部属袁才能永葆一名共产党员的政
治本色袁 在党和人民群众提供的权力平台
上谋事袁 在带领官兵建设现代化武警的伟
大实践中成事遥

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袁成功是
为有目标的人准备的遥 让我们以著名作家
柳青的一句话共勉院人生的关键往往只有
几步袁在人生旅程上袁不抛弃不放弃袁执着
前行袁走好人生每一步遥

祝家乡的明天更美好浴 祝乡亲们幸福
安康浴

命运由自己把握
巴昆仑

5月 15日下午袁 记者来到小洋
河北岸亲水廊道施工现场袁只见工人
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袁整个工
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遥

小洋河沿岸作为我县重要的绿
色公共空间之一袁 一直是市民们散
步尧交流尧休闲的好去处遥为进一步拓
展小洋河沿线的绿色公共空间袁我县
将小洋河亲水廊道工程作为为民办
实事重点项目之一袁 精心组织施工袁
加大力度推进袁 以保障工程顺利实
施遥

野小洋河泊岸工程全长 720米
的栈桥平台浇筑已经全部完工了袁二
百米长的栏杆扶手也已经全部安装
到位袁现在正在进行喷漆遥冶县农水集
团工程部经理孙汉军告诉记者袁野三
个出入口正在紧张地施工袁桥面上五
公分厚的彩色混凝土的铺装层浇筑
已经进入立模阶段袁预计本月底工程
将全部竣工遥 冶

为确保施工进度袁项目按不同施
工要求安排了多个施工队同步施工遥
野分组施工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袁也
保证了工程进度遥之前施工现场每天
分组分段进行穿插施工袁如钢筋工班
组每天 愿人袁木工班组每天 15人袁栏
杆安装每天 缘人遥现在工程已经进入
收尾阶段袁只有立模组和油漆组等十
余名工人还在紧张施工中遥 冶孙汉军
介绍道遥

为严格抓好工程质量袁工程监理
单位从细节处进行严格把关袁材料进

场使用前严格执行进场验收制度袁 安排专人现场监督袁
配合设计部门落实设计方案袁修正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差
错遥 野我们监理单位会把施工安全和项目标准化施工当
作第一要务来抓袁确保工程在有序推进的同时袁做好安
全保障工作遥 冶同行的项目总监代表王卫华说遥

沿河而走袁花红柳绿袁微风习习袁让人对亲水廊道项
目的建成充满了期待遥 野下一步袁 我们将落实好管护工
作袁确保将小洋河北岸亲水廊道项目打造成为市民感受
自然尧贴近自然的综合性滨水空间袁让市民们在城市生
活里体会自然之美遥 冶孙汉军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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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产品名牌之射阳白蒜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5月 15日袁市委尧市政府召开全
市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推进会遥市委书记戴源在
会上强调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袁把农房改善作为当前野三
农冶工作的头等大事袁总结经验教训袁不断完善提高袁按照 2.0
升级版要求持续发力尧久久为功袁用农房改善的实际成效带
动乡村全面振兴袁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
础遥市长曹路宝作工作部署袁市委副书记陈红红主持会议遥我
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立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实况遥
县委书记唐敬汇报相关工作遥
戴源在讲话中指出袁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袁事关农

民群众切身利益遥 通过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袁农房改善在当前
野三农冶工作中具有龙头带动作用遥 做好这项工作袁有助于高水
平全面小康建设袁有助于农业高效规模化生产袁有助于增加集
体收入尧增强基层组织实力袁有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遥 全市上
下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形成
共识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尧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按照省尧市最
新部署要求袁全面推动农房改善 2.0升级版建设遥
戴源强调袁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袁关键要把握好九个方面院一

是不能野盖错房冶遥 要根据农民生活习惯和生产需要袁不盖高楼尧
不盖平房袁建设适合群众居住的连片连排房遥 二是不能野用错
地冶遥 要坚持集约节约原则袁坚决不踩红线袁杜绝私自转让袁确保
野一户一宅冶遥三是选址要科学遥要强化与道路体系尧产业布局的
衔接配合袁注重新老村庄融合发展袁更好方便群众出行尧推动产

业发展遥四是规模要适度遥每个新建集中居住点要以 300要500
户为宜袁便于基层组织做好管理服务袁公共配套设施节约利用袁
保障群众基本生产生活需求遥 五是财力能承受遥 要按照农民少
支出尧镇村不负债尧市县能承担的原则务实推进袁在保证功能的
基础上袁严格控制建设成本遥六是质量有保障遥要严格把好建筑
质量关袁全面加强核查袁鼓励农民参与监督管理遥 七是配套要实
用遥 要坚持一户一院落尧村边留菜地的布局形态袁保持乡村天然
气息遥八是政策要有效遥要坚持引导农民群众进城入镇袁重点提
升老旧村庄楼房改造袁确保农民搬得进尧住得好尧能致富遥 九是
体系要完善遥 要牢固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坚持市负总责尧县定目
标尧镇抓建设尧村做服务原则袁严格履行各级责任袁齐心协力把
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遥
戴源指出袁省委尧省政府就这项工作作出部署后袁通过全市

上下这几年的共同努力袁我市农民住房改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
定进展袁受到农村群众普遍欢迎遥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袁农房改
善是一项系统工程袁千万不能当成阶段性任务袁要成为激发市
县镇村四级内生动力的重点工作遥 要满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袁摒弃野任务观念冶尧增强主动意识袁持续发力尧久久为功袁努力
让盐城农村展现新面貌遥 要及时总结推广基层的好经验尧好做
法袁完善工作举措袁纠正工作偏差袁提高工作实效遥 要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尧程序规则办事袁不能优亲厚友尧杜绝与民争利袁以更
加扎实的作风把这项工作做深做实做好遥
曹路宝在部署工作时要求袁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农房改

善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袁以更

高站位全面推动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袁真正让农民过上
与时代同步的现代城镇生活遥 要聚焦关键环节袁积极主动作为袁
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袁全力推进农房改善项目
实施袁积极引导更多农民进城入镇袁加快实现住有所居向住有
宜居转变遥 要强化系统思维袁发挥好农房改善的带动作用袁通过
加强产业就业引导尧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尧持续整治提升环境尧坚
持共建共治共享袁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尧公共配套完善尧乡村宜居
宜业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袁从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遥 要加强统
筹协调袁压紧压实责任袁抓好宣传引导袁强化督查指导袁着力形
成工作合力袁确保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遥
唐敬在汇报时说袁近年来袁我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部署

要求袁扎实推进农房改善提升行动计划袁始终坚持以保障住
房安全为前提推进危房改造袁按照野一户不落袁一户不少冶要
求袁对标脱贫攻坚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袁逐一排查摸清底数袁分
类组织推进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曰坚持以提升功能品质为追
求加快扩建续建袁着力将改善农房工作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相结合袁不断优化规划布局袁加快完善功能配套曰坚持以实现
富民安民为根本做好野后半篇冶文章袁以镇为单位推广野特色
产业+冶模式袁学习借鉴野枫桥经验冶野马庄经验冶袁扎实抓好产
业发展尧社区服务尧基层治理袁为推进乡村振兴尧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遥
会议通报了全市农房改善工作先进集体尧先进个人的表扬

决定袁印发了叶关于做好 2020年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的
实施意见曳遥

我县组织收视全市加快改善农民群众住房条件工作推进会
唐敬汇报相关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通
讯员 施陈贵冤近日袁全国县域经
济和地理标志专业研究机构和社
会智库要要要北京中郡经济发展研
究所袁完成并发布了叶2020县域经
济品牌化发展实证分析报告曳袁公
布了 2020 年全国县域经济品牌
化发展百强榜单袁 我县位列榜单
第 89位遥

叶报告曳认为袁县域经济发展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期袁 县域经
济品牌化发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加速器遥 县域经济品牌化
发展离不开商标袁 商标是品牌的
基础和核心遥 县域经济品牌化要
关注注册和使用商标袁 实施商标
强县富民战略遥 地理标志已成为
县域经济品牌化发展的一支生力
军遥

近年来袁我县坚持规划引领袁
制定了 叶射阳县商标发展三年规
划曳尧叶关于进一步强化野企业质效
提升年冶 活动的实施意见曳 等文
件袁探索建立野企业主体尧政府推
动尧部门联动尧社会参与冶的商标
品牌创建机制袁按照野巩固一批尧
储备一批尧培育一批冶的原则袁推
动商标战略实施遥 开展规模企业
消除野无牌冶行动袁对全县 288 家
规模以上企业逐一扒排袁 对其中
野无牌冶企业指导做好商标注册申
请工作曰开展新设企业创牌行动袁
加强引导航空装备尧 新能源及其
装备尧新型建材尧高端纺织尧机械
电子尧 健康食品等六大新兴支柱
行业注册商标曰 开展有牌企业拓
展行动袁 指导全县 5家驰名商标
企业尧16 家著名商标企业注册储
备商标尧防御商标尧联合商标袁合
理扩大商标注册类别曰开展野一镇
多品尧一社多标冶活动袁挖掘具有
射阳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11 件袁并
将其介绍编入县志袁 为申请地理
标志商标奠定基础遥 加大高知名
度商标培育力度袁 重点指导捷康
三氯蔗糖尧 长江药业等申请认定
中国驰名商标袁野丰悦源钓饵冶尧
野赛福探伤冶尧野金戈炜业冶 申报马
德里体系国际商标注册遥 加大对
县内野射阳大米冶尧野双灯冶等高知
名度品牌的规范使用和打假保护力度袁持续提升品
牌价值遥 结合精准扶贫要求袁做好本地特色农产品
资源的挖掘尧 整合及地理标注的注册保护工作袁助
推野射阳银鲫冶尧野四明菌菇冶等特色农产品成为野发
财树冶尧野致富桥冶遥 目前袁 我县共有有效注册商标
9691 件袁中国驰名商标 5 件渊双灯尧射阳大米尧双
山尧桃园家饰尧春竹冤尧江苏省著名商标 21 件尧盐城
市知名商标 61件袁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 4件渊射阳
大米尧洋马菊花尧射阳大闸蟹苗尧射阳海河西葫芦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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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县立足资源优势袁积极实施农产品品牌
战略袁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力度袁促进大蒜产
业提档升级袁有效做大做强大蒜产业遥凭借良好的产品
质量袁我县被农业部授于野中国蒜薹之乡冶称号袁野射阳
白蒜冶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名牌遥

淤万亩大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
于客商收购的蒜头堆积如山
盂蒜农手捧刚刚拔出的蒜薹笑逐颜开

吴炘恒 赵鹏 摄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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