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3日下午，我县举行盐城

科阳电子科技 5G 手机精密配件制造

项目签约活动。县委书记唐敬、广东

劲胜智能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夏军

出席活动并讲话。

◆6月 14日上午，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研判疫情最新形

势，坚决压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守住

疫情持续向好形势，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我县设立

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县委书记唐

敬，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出席射

阳分会场会议。

◆6月 16日上午，县委书记唐敬

赴合德镇调研经济发展情况。他强

调，要持续优化为企服务，聚力推进

项目建设，不断厚植发展根基、积蓄

发展势能，努力开创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6月 16日下午，县委书记唐敬

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他强

调，全县各层各级要保持清醒头脑，

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担当意识，毫不

松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6月 17日下午，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调度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戴源出

席会议并讲话，市长曹路宝主持会

议。会议采取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我县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

县委书记唐敬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6月 18日上午，县委书记唐敬

深入学校、超市、宾馆、农贸市场等重

点场所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

要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形势，坚决克服

麻痹大意思想，从严从紧压实责任，

加强重点领域有效监管，慎终如始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巩固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2018年 6月 16日，我县在县人才公寓召开
“射阳大米”标准体系建设研讨会。

★2018年 6月 16日，县人民医院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石慧博士签约仪式举行。

★2019年 6月 18日，中丹（射阳）风电产业发

展研讨会在县人才公寓举行。包括丹麦曲博伦港、

格雷诺港以及远景能源、华能集团等一批海内外风
电领域的专家和知名企业代表参加。

★2019年 6月 19日，省军区副司令员田厚玉
一行来我县视察海上民兵专业分队建设等工作。

★2019年 6月 20日，“培育提升农业品牌，助
力实施乡村振兴”为宗旨的第六届上海国际现代农

业品牌暨中国一县一品建设成果博览会，在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揭幕。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冈玉在开幕

式上致辞。县委副书记张鹏程专题推介“射阳大
米”。 渊成杰 整理冤

野田家少闲月袁五月人倍忙遥 冶这一传统生
产场景在射阳现已不多见遥 当下袁麦地里尧秧
田里的人少了袁机械多了曰人力操作少了袁智
能化控制多了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说院
野今年全县夏粮再获丰收袁 预计总产可达
12.16亿斤袁亩产较去年有所增幅曰夏插水稻
面积 120万亩袁目前已完成 80%袁进度比往年
提高了 20%遥 这得益于我县加快科技创新步
伐袁为粮食生产装上耶智慧大脑爷尧插上耶腾飞
翅膀爷遥 冶
探索野新作法冶袁春播春种用上野植保神器冶

2月 21日袁 在射阳经济开发区新立村的
和宏家庭农场上空袁一场野空中大戏冶正在火
热野上演冶遥 一架满载药水的植保无人机先野腾
空冶后野盘旋冶袁野滑行冶飞过一望无际的麦田袁
所到之处一层薄雾轻轻洒落袁 麦苗泛起层层
野碧波冶遥 从起飞尧作业到降落袁在短短十多分
钟内就完成 10亩小麦的化除防护作业遥

当春耕与疫情野撞期冶袁防疫不碍春耕成
为重中之重遥无人机因拥有减少人员接触尧防
止疫情传播尧效率高尧节约成本等优势袁成为
当下我县开展农田春耕的野植保神器冶遥 野我们
直接购买的无人机植保公司的服务袁 这样不
仅提高了作业效率袁 更减少投资成本遥 农场
2000多亩麦地袁两三天就能喷好药水遥 冶该家
庭农场负责人杨和宏介绍说遥

机械化种植带来了高效率袁 网上咨询更
让农民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专业的种植服务遥 3
月 24日袁合德镇的种田大户王春华走进自家
的田地里袁发现麦苗叶子泛黄遥他立即打开手
机中的野农技耘冶APP袁将问题输入野快速提问冶
栏目遥 5分钟后袁农技中心工作人员便给出回
复院野麦苗发黄的原因有多种袁 请根据您农田
的情况进行补救院第一种是低温导致的发黄袁
可以进行浇水尧追肥曰第二种是播种过早尧基
肥施得不足或基肥中含氮量低袁 可以追施尿
素噎噎冶野您看这耶线上爷解决问题多快浴 这多
亏了农技中心的耶远程爷指导遥 冶王春华欣慰地
对记者说遥
无人播撒农药尧 在线技术指导噎噎今年

疫情笼罩的野春耕图冶里袁我县全力创新工作
思路袁积极探索野作战新法冶袁共投入大型农业
机械装备 4456台套袁其中智能化设备植保无
人机尧农用拖拉机无人驾驶终端等 162台曰借
助广播尧电视尧耶12316爷信息平台尧手机微信推
送等方式袁开展在线培训尧在线指导尧在线答
疑等袁指导农户有序组织生产袁缓解了疫情对
春耕的不利影响袁为夏粮丰产奠定了基础遥
启用野新技术冶袁夏粮收割奔向野无人时代冶
北斗卫星导航尧人工智能遥控尧机械自动

收割噎噎6月 4日上午袁在射阳境内的苏垦农
发临海分公司千亩麦田里袁 正浓情上演智慧

麦作无人收割的动人场景遥
操作人员事先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操作无

人收割机进行打点渊定位冤袁确定无人收割机
作业区域曰 随后在遥控器上设置好无人收割
机的作业速率和运行数据袁 便只见无人收割
机自行开启了野回冶字形作业遥 与此同时袁产量
传感器测产系统直接将麦子质量数据传到监
测中心遥

野又是一个丰收年浴 冶十几分钟后袁看到无
人收割机通过产量传感器传回的数据袁 负责
管理这片试验田的临海农场十大队队长徐士
忠兴奋极了袁野受到疫情影响袁再加上倒春寒
的不利因素袁 今年春耕春种进程有所耽误遥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袁 智慧麦作技术试验田竟
有这么好的收成遥 冶

野从去年开始袁我们在 2500多亩地进行
了智慧麦作技术实验袁在播种尧耕作尧施肥用
药等环节实施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袁 对作物
的长势实施监测袁 通过变量施肥实现精准施
肥遥 这样一来袁苗情就一下子转过来了遥 现在
算来袁每亩地能节约成本 15%到 20%袁一亩地
节约 100元左右曰 产量提升了 5%袁 大约 125
斤袁每亩地增收 250元遥 冶徐士忠高兴地说遥

智慧麦作技术是南京农业大学科研团队
研究成果在临海农场的一次有益实践遥 该科
研团队针对麦作生产耕尧种尧管尧收等主要环

节袁通过麦田信息感知尧麦作处方设计尧作业
路径规划尧智能导航和无人作业的一体化袁将
小麦精准播种尧精确施肥尧精确施药尧精确灌
溉尧精准收割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袁并利用数
字化方式对麦田管理过程进行全面升级遥 该
公司总经理黄礼庆说院野现在农场种地不再
耶看天爷袁而更依赖耶天眼地网爷搜集到的大数
据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袁探索
可复制尧可推广的耶智慧农业爷发展模式袁为地
区农业发展提供新样板遥 冶
追求野高大上冶袁科技溯源保障野舌尖安全冶
日前袁 南京市新街口居民王大爷收到了

苏宁易购云店寄来的野苏鲜生射阳大米冶遥 刚
刚学会网购的他看到了云店上有了家乡射阳
的品牌大米袁 便参与团购抢了几包优惠价的
大米遥 野你扫一扫这个包装袋上的二维码袁就
知道这米是在射阳县哪块地里生产的尧 打了
几次药尧什么时候收割的袁保准是安全健康
的大米遥 冶

渊下转二版冤

科技创新，为粮食生产装上“智慧大脑”
本报记者 张伟 成杰

野往后倒袁 再往后倒
噎噎停浴冶6月 19日上午袁记
者来到县少年体育学校项
目现场袁只见一辆辆货车满
载建材开进施工场地袁高耸
的塔吊来回运转忙个不停袁
施工机械隆隆作响袁处处呈
现出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遥

野为确保 10月底前交
付使用袁 我们正加快进度袁
每天投入 120 多人进行施
工遥 目前正在进行行政教学
楼二次结构施工和综合训
练馆尧餐厅尧宿舍楼的主体
结构施工遥 冶在现场查看建
设情况的县城建集团少体
校项目现场负责人丁胜告
诉记者袁为减少降雨带来的
不利影响袁 在增加人员尧加
班加点作业的同时袁施工人
员也在认真扒排施工计划袁
定期与各专业单位进行会
办袁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各
类问题遥

县少年体育学校项目位于新城大道西侧尧 县特殊
教育学校南侧袁总投资 7000万元袁占地约 33亩袁设计
总建筑面积 13166平方米袁主要建设项目包括田径场尧
综合训练馆尧餐厅及学生宿舍等遥

作为县委尧 县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袁自破土动工以来袁它的建设牵动着众多群众的心遥
野建成后袁新校区包含 12个班级袁将有效满足学校教学
发展需求遥 同时袁为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水平袁我们还
将在学校硬件尧软件等方面重点打造袁全力推进学校内
涵发展遥 冶在场的县少年体育学校副校长徐古将表示袁
野目前新学校处于建设的关键时期袁我们与代建方城建
集团通力合作袁各司其职袁稳步推进新校区规范安全建
设遥 冶

建成后袁少体校将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钥通过项目
效果图袁记者看到袁新校区设施布局合理袁环境优美遥
野新校区的建设袁不仅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提供了良
好的训练环境袁 也标志着我县体育事业发展步入一个
崭新的阶段遥 冶徐古将表示袁新校区将瞄准创建田径中
长跑尧 跆拳道国家级训练基地和国家级示范性奥林匹
克体育俱乐部目标袁 除了重点培养我县体育竞技人才
外袁还将往上级输送优秀的体育苗子袁努力打造一所盐
城领先尧江苏一流尧全国知名的县级体校袁不断为国家
培养输送更多高水平的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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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戴岱冤6月 19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唐敬在
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
度会遥 他强调袁要在持续巩固前期疫情防控成果前提下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尧细化工作举措尧压实工作责任袁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总体战和歼灭战遥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各职能部门疫情常态化精准化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汇报后袁唐敬指出袁思想不能放松袁必须坚定坚决遥 当前袁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袁仍处于防控关键时期遥全县上下要
时刻保持思想警惕袁坚定围绕野听中央号令尧抓主要矛盾尧下
明确指示尧靠人民群众冶的总要求袁全面贯彻野外防输入尧内
防反弹冶的总体防控策略袁突出重点环节袁落实早发现尧早报
告尧早隔离尧早治疗野四早冶措施袁咬紧牙关尧果断行动袁真正

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担责尧守土尽责袁持续巩固前期疫情防
控成果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和歼灭战遥

唐敬要求袁工作不能减力袁必须不折不扣遥 要聚焦重点
领域袁对全县各农贸市场开展拉网式兜底式排查袁列出需要
进行核酸检测的名单袁按照相关要求和流程袁规范做好抽样
和送检遥 同时袁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袁切实强化源头监控
管控袁确保万无一失曰要抓住重点人群袁按照重点人员摸排
管控要求袁对近期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射人员袁利用
野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冶等有效手段袁全面深入开展溯源
工作袁找出一切可能的传播链条袁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袁确
保不漏一人曰要把握重点环节袁全面强化社会面防控袁对人
员密集尧流动量大的重点场所袁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袁人

员进出必须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核查袁 全力消除病毒传
播风险遥

唐敬强调袁责任不能落空袁必须压紧压实遥 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保持思想不松尧机制不变尧专班不散尧力度不减袁继续
坚持高位协调尧高位指挥尧高位推动曰各专项工作组要及时
学习领会上级最新工作要求袁 督促指导各镇区抓细抓实抓
牢各项防控任务曰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尧密切协作袁对防控
漏洞再排查尧防控重点再加固尧防控要求再落实袁织密联防
联控网络袁坚决守好疫情不反弹底线曰各镇区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袁要统筹推进野双过半冶各项工作袁确保两手抓尧两
手硬袁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遥

我县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
唐敬主持并讲话 张鹏程出席

淤规范商家经营秩序
于清理街头违规广告
盂整理乱停乱放车辆

吴贵民 石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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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袁县城管局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袁深入抓好
城市管理整治各项工作袁加快推进野门前三包冶责任落
实尧违规广告整治等袁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水平袁为我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添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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