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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18年 5月 18日，射阳县 5·18经贸洽谈
会暨“全力强产业、全心惠民生，高质量开启跻身江

苏沿海县域第一方阵新征程”恳谈会在县人才公寓

会议室举行。会议现场签约 22个项目，另 6个项目
在市产业园区投资说明会、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暨现

代服务业推介会上进行签约。

绎2019年 5月 18日，盐城市高质量发展主题
展在盐城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戴源，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路宝等市四套

班子领导，与参加融入长三角·建设新盐城投资环

境说明会暨 2019中国盐城丹顶鹤国际湿地生态旅
游节开幕式的嘉宾和客商，一起参观了射阳馆展

厅。

绎2019年 5月 1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洋山保税港区办事

处主任毛德春一行来我县洽谈共建园区事宜。

绎2019年 5月 20至 23日，由省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省健身气功协

会、市体育局主办，射阳县体育局承办的 2019年江
苏省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在我县全民健身中心举办，

来自省内各市的 2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渊成杰 整理冤

天南地北射阳人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5 月 22日下午袁省调研组来我
县考察沿海造林情况遥 江苏警官学院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钱
武华袁省林业局局长沈建辉参加遥 县委书记唐敬陪同遥

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县新时代双拥林实地察看袁并听取我
县沿海造林情况汇报袁对我县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调研
组要求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强生态建设的决策部
署袁进一步深化沿海造林工作袁提高认识尧明确举措尧狠抓落
实袁在沿海地区生态用地上宜绿尽绿袁加快构成健康的森林
生态屏障遥 要把沿海造林工作与造林机制体制创新结合起
来袁推广射阳造林模式袁突出重点尧打造亮点袁不断破解融资尧
土地和技术瓶颈袁为沿海造林工作提供示范遥

近年来袁我县认真践行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的发展
理念袁把实施沿海造林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遥 至
2019年底全县林木覆盖率达 29.7%袁林木总蓄积量 160万立
方米遥今年以来袁我县按照省市对沿海造林工作的总体部署袁
紧紧围绕野成片造林 3万亩袁四旁植树一百万株袁建设绿美乡
村 15个冶的目标任务袁大力实施野123冶工程袁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袁切实推进造林绿化各项工作遥 目前已完成新
造成片林 2.6万亩袁 建设绿美乡村 15个袁 四旁植树 102万
株遥我县创新推进机制袁进一步深化野政府主导尧国企主体尧社
会参与尧市场运作冶的造林机制袁建立以县旅投公司等国有企
业为造林主体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袁切实强化造林资金尧造林

用地等要素保障遥在造林用地上袁充分发挥我县沿海滩涂尧交
通干道沿线和大中河堤两侧的土地资源优势袁 在资金投入
上袁充分利用 30亿元储备林专项贷款袁县财政每年设立 1.1
亿元奖补资金遥在科技支撑上袁通过省林业局的精心指导袁强
化与南林大和省林科院的合作袁培塑了一批专业化的造林队
伍遥聚焦重点工程袁今年重点在海堤尧高速和射阳河沿线打造
三个万亩林场袁全力建设日月岛水上森林公园和城市体育森
林公园袁新建一个苗木交易市场袁同步狠抓城市绿化和集镇
绿化袁打造特色风景遥 坚持把疫情防控贯穿于造林绿化全过
程袁在造林苗木上优选县内自有苗木袁适度采购疫情低风险
区域苗木袁做到造林绿化和疫情防控两不误遥

省调研组来射考察沿海造林情况
唐敬陪同

薛勇简介院
薛勇，射阳人，出生于 1971 年 10 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画院特聘
画家、盐城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盐城市
书画院油画研究院院长。

薛勇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和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展览，并获奖十
余次。部分作品被山东省美术馆、河北省美
术馆及私人收藏。2011年《涩》入选“第二届
中国粉画展”，2011年《陈家港之战》（合作）
入选“江苏省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精品工
程”，2011年《等工》参加“建党九十周年江
苏省美术作品展览”获优秀奖，2011 年《丰
收》参加“江苏省首届粉画展”获优秀奖，
2011年《封存的记忆》参加“第六届江苏水
彩粉画展”获优秀奖等；2012年《绚日之一》
参加“第八届江苏省油画作品展”获优秀
奖；2013年《秋阳》参加“江苏省首届水粉画
展”获优秀奖；2014年《海人系列之小憩》入
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参加“庆

祝建国六十五周年江苏省美术作品展”获
优秀奖，2014年《绚日》参加“第二届全国青
年水彩画展”获优秀奖；2015年《海人系列
之收工》参加“全国首届水粉画大展”获优
秀奖，2015年《绚日》获盐城市政府文艺奖
一等奖；2016年《海人系列之开工》参加“第
七届江苏省水彩粉画作品展览”获优秀奖，
2016年《海人系列之小憩》参加“江苏美术
奖作品展”获提名奖。

认识薛勇多少年了钥 20多年了吧遥那个
身材高大袁爱穿战斗靴的少年袁总爱俯视着
你遥 他虽然戴着眼镜袁掩藏了一些东西袁但是
我们还是读懂两个字要要要傲气遥我虽然当面
嘲笑过他的苏北普通话袁也一起跟着同学吼
过崔健的新长征遥我和他还是有点道不明的
距离遥 老乡袁同学袁同城 20年袁聚会无数次袁
还是没有机会在他的世界交集遥 听说他在政
府部门工作尧出国尧结婚尧生子尧辞职尧创业尧
卖掉产业尧回到画室教书尧创作噎噎

偶然在电视里看到薛勇的专访袁 讶异
他的野苏普冶依然没有改变袁讶异他的创作
居然被盐城的几位绘画界泰斗高度评价遥
他们似乎都年过半百袁 但对着镜头对这位
70后画家的赞赏非常真诚袁 对他的未来充
满期待遥 他的画作一幅一幅地闪过袁故乡的
人尧景尧情噎噎这时作为故交袁最应该感到
骄傲吧袁可是我却有种莫名的失落遥 原来那
个有点傲气的少年袁他的世界是这样的院他
是淡泊平静的袁他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专一袁
他的情感是炙热的遥 他的画作传递了一种
安静的力量遥 我失落于离他的世界如此的
近袁又如此的远遥

我不是专业美术评论家袁 但我能说也
敢说一些对薛勇画作的感觉遥 因为他画的
是我们共同故乡的人和景遥 从他的作品中
能体验到他对这个喧嚣世界的观察和对故
土家园的眷恋袁可以感受他在海边袁和那帮
渔工们的对视袁和农民们亲人般的感情遥

薛勇画他们被阳光抚摸过的皮肤袁被

海风吹过的眼角袁被渔网拉弯的腰身袁秋天
收获后的平和面容袁 我读不出他高高在上
的悲悯遥 渔工们虽然穿着桔色的防水服袁戴
着手套抽着卷烟袁 他们小憩时的平静和自
得袁让浮躁的人感到羡慕遥 薛勇在如实地记
录着他们淳朴尧坚韧的品格遥 这群可爱的人
们是积极向上的尧阳光的遥 我们需要这样有
力量的画作来慰藉焦虑不安的心遥

薛勇画了很多故乡的风景袁 题材是我
们常见的却被忽视的景色遥 宁静的小河袁还
闻到麦香的草堆袁 没有一片叶子枝干弯曲
缠绕的树袁雪后静静的村庄遥 它们是真实的
存在遥 没有美化袁也没有丑化遥 它们的色彩
是朴实的尧浑厚的遥 这些风景画作让一些文
字现形成了伪乡愁遥 因为一些人已从精神
上抛弃了故土遥

穿着战斗靴的少年大脚深深地踩过他
故乡的海边和原野遥 看来二十多年钢筋水
泥的生活让薛勇的长发不再袁 却让他经历
人生的起伏后回到最初的方向遥

渊下转二版冤

自我的修守 安静的力量
要要要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尧盐城市书画院油画研究院院长尧青年画家薛勇

华菲

全国农产品名牌 之 射阳大米
5月 21日下午袁记者走进县

妇幼保健院项目建设现场袁只见
机器轰鸣袁车水马龙袁一派繁忙
景象遥 野我们项目自正式复工建
设以来袁为赶建设进度袁在确保
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及时
对施工设计和施工方案进行调
整和优化袁 全力加快了施工速
度遥 冶县妇幼保健院项目建设单
位现场代表郁正华告诉记者遥

为保证建设进度袁项目方加
大了人力投入袁在做足安全保障
的基础上全力缩短工期遥 野目前
我们共有 200 多名工人在现场
施工袁主要分室内外两块袁室内
主要工作是电梯厅墙面大理石
干挂尧1要8 层地面环氧磨石和
PVC地胶板施工以及洁具安装曰
室外工程则是把重点放在了雨
污水管网施工尧 广场大理石铺
装袁以及绿化苗木种植等方面遥 冶
郁正华介绍道遥

据郁正华介绍袁项目方在施
工过程中袁在增加人员尧加班加

点作业的同时袁也在认真扒排施工计划袁每晚都与各专
业单位进行会办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各类问题袁力争
6月底前竣工验收遥

在郁正华的带领下袁记者走进施工现场遥 看到部分
楼层房间已经装修完毕袁现场十分干净尧整洁袁只等医疗
设备进场遥郁正华向记者介绍袁近期袁该项目已完成中央
监护系统尧 新生儿呼吸机尧B超等 484台/套尧3570万元
设备产品推介尧价格谈判及公开挂网招标曰并同时完成
了办公家具尧 医用家具参数制定及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袁
将与医疗设备同步采购袁确保能够及时进场安装袁减少
施工周期遥

据了解袁县妇幼保健院项目占地 50亩袁总建筑面积
58980平方米袁总投资 5.1亿元袁按照二级专科医院标准
建设袁规划设置总床位 250张袁集门诊急诊楼尧住院楼尧
医技楼尧科研楼于一体袁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医疗保健相
长尧科研教学配套尧生活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服
务机构袁全面改善全县居民袁特别是广大妇女儿童的就
医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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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县依托独特的自然优势袁大力实
施野射阳大米冶品牌战略袁通过育良种尧建基地尧
强品牌尧推市场尧拓渠道等多种方式袁引领稻米
产业提质升级袁使射阳大米的市场知名度尧美誉
度和消费者认知度迅速提升袁 并先后取得全国
农产品名牌尧 中国驰名商标尧 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尧中国十大区域公共品牌等一批国家级荣誉遥

吉东育 吴贵民 摄

生态良好的稻米种植基地

先进的现代化大米加工设备

顾客在市场选购射阳大米

本报讯 渊记
者 周蓉蓉冤5月
22日下午袁 县委
书记唐敬在县行
政中心十二楼会
议室主持召开城
市资源资产开发
利用工作会办
会遥他强调袁要树
立大局意识袁进
一步凝聚思想共
识袁 压实工作责
任袁 有力有序推
进城市资源资产
开发利用袁 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
人居环境和生活
质量遥

在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后袁唐
敬指出袁 推进城
市资源资产开发
利用是一项事关
经济高质量尧城
市出形象尧 财政
保运转以及人民
群众生活的重要
工作遥 全县上下
要进一步凝聚思
想共识袁 坚持工
作劲头不松懈尧
工作标准不降
低尧 工作措施不
落空袁 全力以赴
做好城市资源资
产开发各项工
作袁 确保不折不
扣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曰 要科学研
判土地市场供需
关系和未来走
势袁 充分挖掘射
阳城市资源资产
的优势潜能袁精
心策划推出一批成熟地块袁 带动城市和产业的
转型升级袁最大限度对冲疫情影响遥

唐敬要求袁 要狠抓关键环节袁 强化效能意
识遥各相关镇区要在坚持依法征收尧阳光征收的
前提下袁迅速整合力量尧组织精兵强将袁排出时
间表尧路线图尧责任书袁确保按期推进到位曰要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袁 抢抓当前有利施工的黄金季
节袁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推进重点工程
建设曰要加大招商力度袁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走
出去袁瞄准全国知名实力房企袁大力度招引一批
高层次的野项目+住宅冶项目曰要引导农民进城入
镇袁把城市资源资产开发利用与棚户区改造尧农
房改善工作结合起来袁 健全完善农民进城入镇
的激励政策袁多方位引导农民群众进城买房遥

唐敬强调袁 要压实工作责任袁 强化纪律意
识遥相关条线要树立责任意识和时间意识袁紧盯
目标任务袁铆足干劲袁强势组织推进曰要结合自
身工作职责袁积极帮助做好土地出让尧工程建设
等各项手续审批袁保障各项工作快速推进曰要提
升纪律意识袁把依法依规贯穿于工作全过程袁对
于不作为尧慢作为等情况进行及时通报袁以跟踪
督办倒逼工作落实袁 确保这项工作阳光廉洁高
效地进行遥

会上袁 县自然资源局汇报今年以来土地经
营工作情况曰射阳经济开发区尧合德镇尧县住建
局分别汇报计划出让地块拆迁补偿社保相关工
作和土地招商情况曰县发改委尧财政局尧城管局尧
城建集团等单位分别汇报土地招商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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