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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在听取黄沙港渔港小镇规划情况时强调

完善提升规划 优化功能业态 凝聚工作合力
努力将渔港小镇打造成精品工程地标工程
吴冈玉出席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8 月 30 日上午袁我县在县行
政中心十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袁 专题听取黄沙港渔港小
镇规划情况遥 县委书记唐敬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调袁要
围绕市委全会关于野加快黄沙港等特色渔港建设袁推动渔
业渔港渔镇融合发展冶部署要求袁进一步完善提升规划袁
优化功能业态袁凝聚工作合力袁努力将黄沙港渔港小镇打
造成为全市沿海开放的窗口尧绿色转型的标杆尧特色旅游
的典型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渔港小镇规划编制和相关项目推进情况后袁唐
敬指出袁要提升完善规划袁放眼长三角袁学习借鉴舟山沈
家门等渔港特色小镇建设经验袁结合黄沙港自身实际袁进

一步找准渔港小镇的坐标定位袁以更高的品位尧更高的层
次尧 更高的水平做好规划编制袁 力求每个细节都精雕细
琢尧尽善尽美袁致力将黄沙港特色小镇打造成为黄海之滨
旅游重要目的地遥
唐敬要求袁要优化功能业态袁坚持系统思维尧注重新
老结合袁充分依托现有的渔港建设尧集镇开发尧市场运营尧
功能配套等基础条件袁进一步挖掘渔港风情尧渔村面貌尧
渔城景观尧渔民风俗等资源禀赋袁把渔节尧渔街尧渔猎尧渔
船等文化要素串珠成链袁 形成射阳独有的渔文化旅游名
片遥 要始终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考虑在前袁围绕渔业渔
港渔镇融合发展袁大力推动渔业野接二连三冶袁引进优质项

县政协十三届
三十七次主席会议召开

大干当前 力夺全年

目袁搞好商业运作尧丰富周边业态袁加快汇聚人气尧商气尧
财气袁不断推动渔业兴旺尧渔镇美丽尧渔民富裕遥
唐敬强调袁要凝聚工作合力遥 相关镇区和单位要强化
时间意识尧效率意识袁对已经明确的项目按照项目化尧节
点化尧责任化要求袁逐一细化明确袁实行挂图作战袁确保高
质高效推进到位遥 黄沙港镇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袁相关职
能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袁 相关县属国企要积极参与小镇
项目和业态建设袁 合力推动渔港小镇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落地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出席会议遥

邱德兵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渊记者 王明月冤8 月 28 日下午袁县政协召开
十三届三十七次主席会议袁专题协商野健康射阳冶建设工
作遥 县政协主席邱德兵主持会议并讲话遥
会前袁邱德兵一行先后到海通镇南洋卫生室尧县妇幼
保健院尧新港城人民医院等现场袁听取相关工作汇报袁详
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尧基层卫生阵地建设尧医疗机构运营
等情况遥
座谈会上袁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袁邱德兵充分肯定
近年来我县野健康射阳冶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袁希望全县
医疗卫生系统以野健康射阳冶建设为总抓手袁立足实际尧放
眼长远尧 对标先进袁 推动我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遥
邱德兵要求袁要坚持人才优先袁全力打造过硬医卫队
伍遥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袁全面拓宽引才渠道袁创新引才方
式袁加大成熟人才引进力度袁加强专业培训袁优化招引政
策袁建立多元化尧可持续的医学人才培养经费保障机制和
政府投入动态调整机制遥 要坚持固本强基袁稳步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遥 加快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袁提升特色专科
服务水平曰加大信息化改造提升力度袁进一步降低医院和
患者的负担曰统筹加强信息系统建设袁形成县镇村互联互
通的野健康信息服务网冶遥 要坚持深化改革袁积极破除体制
机制瓶颈遥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袁 做到更加精细化尧科
学化曰部门之间建立定期沟通互动机制袁形成科学合理的
就医秩序曰健全医保基金长效监管机制袁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曰建立科学的人事薪酬分配制度袁激发广大医卫人员从
业活力遥 要坚持防治结合袁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遥 加强
疾病防控体系建设袁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
生与健康服务曰健全疫情防控执法机制袁确保联防联控机
制高效运行曰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袁推动从环境卫生治
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曰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袁引
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生活习惯遥
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列席会议袁县政协副主席陈
以奎尧刘锦和尧刘慧尧陈少祥出席会议遥

日月岛生态旅游区申报“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冤8 月 26 日下午,省林业局在南
京华东饭店召开野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冶推荐
申报专家评审会袁 听取射阳日月岛生态旅游区情况介绍,
审阅相关图文资料袁专家组一致同意推荐日月岛生态旅游
区申报国家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遥
日月岛生态旅游区项目占地 20 平方公里袁 其中岛屿
面积 12 平方公里尧水域面积 5 平方公里尧外环面积 3 平方
公里袁以野海风河韵尧水绿生态冶为主题袁借日月同辉吉祥
之意袁 建设十里彩虹生态绿岛遥 主要包括 野U 型环岛绿
廊冶尧游客中心尧童话水乡尧日月欢歌尧竹海梵音尧鹤文化园
渊紫薇园冤尧沧海桑田尧梦幻方舟尧绿岛慧谷尧康养小镇等十
大组团项目袁计划总投资 202 亿元遥
该项目从开工至 2019 年底已投入 8 亿元袁 今年将新
增投入 15 亿元袁完成游客中心及规划展示中心主体工程曰
完成环岛绿廊南片区绿化景观建设袁 南岛形成环形游线曰
完成南岛主干道尧鹤文化园紫薇园主体工程尧童话水乡木
屋民宿一期工程及附属工程以及环岛绿廊北片区绿化景
观遥
日月岛生态旅游度假区按照政府引导尧 国企先行尧市
场主体的开发思路袁环岛绿廊尧道路管网等 28 个基础配套
类项目由县属国企旅游公司投资袁 对太阳塔尧 月亮宫尧国
际美食城尧 国际会展中心等 98 个开发经营类项目通过招
引港中旅尧 中青旅等国际国内文旅百强企业和国企央企尧
上市公司尧大型民营企业开发建设,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丰收遥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重
抓
项
目
招
引
综
服
务
综
建
设
昨
昨

兴
桥
镇
瞄
准
项昨
目
著
文
章

武进·射阳村企对接专场
推介暨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位于合德镇的京一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为盐城悦达集团配套生产汽车线束的企业袁 进入三季度以来袁
该公司紧盯市场需求袁组织工人加班加点忙生产袁今年以来已实现开票销售近 6000 万元遥 图为该公司智能化生
产车间遥
吴炘恒 摄

牢记初心使命

张鹏程丁一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 羊宁 通讯员 茆杰冤8 月 28 日袁武
进窑射阳村企对接专场推介暨集中签约仪式在常州市武进
区举行袁 两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 我县 15 个村与武进区
15 家企业签订联建意向遥 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尧武进区委副
书记丁一出席活动遥
张鹏程在致辞中指出袁武进区一直是我县产业相融的
野好伙伴冶尧招商引资的野优选区冶袁两地将以签约为新契机袁
加快共建促合作袁加强合作谋共赢袁推动村企联建结出更
加丰硕的果实袁推动两地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遥
2012 年袁我县就与武进区共建园区袁设立武进经济开
发区射阳工业园袁落户科力达汽车零部件制造尧日臻精密
机械等一批项目袁南北挂钩取得丰硕成果遥 今年野万企联万
村窑共走振兴路冶行动实施以来袁我县与武进区积极响应袁
迅速行动袁在上月举行的常州窑盐城企村联建对接会上袁与
武进区签订结对联建协议遥
活动专题推介了射阳农业基础情况遥 临海镇星晨居和
武进区五洋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袁千秋镇渠东村和常州原疆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袁四明镇塘东村和江苏杰记农业技术有
限公司等 15 对村企签约成功遥
签约活动结束后袁张鹏程带队参观考察常州市祝庄园
艺有限公司尧江苏渊武进冤水稻研究所和江苏国色天香油用
牡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遥
副县长吴海燕尧武进区副区长王龙参加活动遥

奋力担当作为

要 访长荡镇党委书记单伯良
要要
本报记者

范媛媛

野我们要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袁把引
导产业富民作为第一选择袁 把补齐民生短板作为第一功
课袁把维护区域稳定作为第一责任袁确保全面完成年初既
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遥 冶近日袁长荡镇党委书记单伯良在谈
及贯彻落实县委全会精神时如是说遥
单伯良表示袁该镇将围绕野生态立镇尧项目强镇尧富民
兴镇冶理念袁抓实作风建设尧提速项目推进尧扩量高效农
业尧加快农房改善尧快推实事工程袁加强跟踪服务袁督促增
效争先袁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遥
一是强势推进招商引资袁全力突破重大项目遥推进产
业招商袁强化领导招商尧驻点招商尧能人招商袁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人至少每月外出招商 4 次以上曰苏州尧上海招商小
分队常年驻点招商曰各村居尧部门深入扒排长荡籍在外成
功人士袁发挥能人效应袁提供招商信息袁合力推进招商曰镇
三套班子成员挂钩联系 1-2 家重点企业袁在服务企业的
同时围绕企业上下游配套开展产业招商遥加快项目建设袁
切实加强要素保障袁充分盘活土地存量袁合理利用好闲置
土地袁保障土地供给曰切实加强跟踪服务袁成立专门服务
班子袁督促在建项目抓紧推进曰切实加强载体建设袁启动
新兴产业园三期工程袁努力提升园区承载力遥壮大现有企
业袁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作用袁协助入园企业向上争取政策
性资金尧设备奖补尧科技创新资金等各项政策扶持曰进一
步健全镇级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袁壮大
高新技术产业群遥
二是注重拓展农业园区袁加快形成区域特色遥提档园
区功能袁 强化示范引领遥 按照省农科院新修编的园区规
划袁逐步抓好落实推进工作袁年内在原野稻鳅尧茭鳅尧藕鳅冶
等项目的基础上袁发展稻虾尧稻鸭等生态种养模式 2000
亩遥 强化优质稻米产业培育袁通过基地带动袁形成规模效

要 镇区尧部门野一把手冶话发展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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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施露 通讯员
刘颖冤野项目能顺利开工离不开兴桥镇
政府的全心服务袁我们非常感动袁也十
分感激噎噎冶8 月 26 日上午袁射阳春蕾
麦芽有限公司总经理仇江波在春蕾麦
芽 30 万吨麦芽生产线暨热电联产项
目开工现场发出这样的感慨遥
年初以来袁兴桥镇始终坚持野进位
争先袁跨越赶超冶的目标追求袁持续推
进全员招商尧全民招商袁收集项目信息
220 条袁拜访上市或 5 亿元以上开票销
售企业 115 场次袁 共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 13 个袁 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5 个袁达
产亿元以上项目 2 个袁 超额完成县下
达的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任务遥
重抓项目招引袁坚持项目强镇遥 该
镇始终坚持野项目强镇冶发展理念袁以
野接轨上海冶为主攻点袁6 月 20 日以来袁
共 外 出拜 访 3 亿 元 以上 销 售 企 业 45
家袁接待 20 家 3 亿元以上销售企业高
层来访袁 洽谈亿元以上项目 36 个袁签
约高端纺织等亿元以上项目 8 个袁另
有农机制造尧 智能家居等 5 个亿元以
上项目近期即将签约遥
重抓项目服务袁解决企业难题遥 该
镇常态化开展野送政策尧送指导尧送服
务冶活动袁以野店小二冶的姿态尧金牌管
家的标准袁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天候靠
前服务尧加强协调遥 在春蕾麦芽有限公
司已决定去湖北荆州投资袁 并和当地
政府签署框架协议的情况下袁 该镇先
后提出五种供汽方案供企业选择袁协
调省市县发改尧国土尧环保尧住建等部
门进行认证袁 最终说服企业用热电联
产的方法解决项目供汽问题袁同时解决兴桥镇园区集中供
气难题遥
重抓项目建设袁创造野兴桥速度冶遥 在抓好重大项目迅
速签约和快速落地生根的同时, 该镇全力解决项目建设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袁责任到人尧挂图作战袁快速推进遥
在春蕾麦芽 30 万吨麦芽生产线暨热电联产项目前期用地
方面袁 该镇在 30 天时间内完成 73 座坟墓迁移袁40 天内和
农户及农机合作社尧 养鸡场签完拆除协议袁50 天内场地平
整尧净地移交袁创造了野兴桥速度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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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倪梦莹

益袁年内新增 1000 亩以上遥依托居住点建设袁打造特色品
牌遥围绕西厦尧三合新型农村社区袁沿冈合线尧长青线打造
农业特色品牌遥 围绕野一村一品冶创特色袁持续培育辣椒尧
黄秋葵尧韭菜尧菊花尧水产等传统特色产业遥 推进产业升
级袁提升附加值遥 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袁年内新增
具有带动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 个袁 申报争创市级以上
野五好冶示范合作社 1 个曰扶持引导红萍蔬菜合作社尧鑫龙
蔬菜合作社尧 志柏脱水厂等由简单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
变遥同步推动特色农产品创牌袁确保年内申报 2 个以上绿
色三品尧3 个以上省市级名牌产品遥
三是谋划提升城乡建设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遥加快推
进农房改善袁重点围绕住人危旧房尧成框边片尧冈合线沿
线和退出宅基等 4 种类型房屋袁加大改善推进力度袁续建
西厦尧 三合新型农村社区袁 确保三合社区建成 100 户以
上尧西厦社区建成 200 户以上遥 加快推进集镇建设袁做优
集镇配套袁推进新型集镇综合体建设曰做强集镇功能袁大
力推进三产服务业发展袁鼓励退出宅基农户进镇购房曰做
美集镇环境袁加快提升集镇绿化尧亮化尧硬化工程袁全面改
善集镇面貌袁做到产业留人尧环境留人尧服务留人遥加快推
进脱贫攻坚袁在原有 5 个经济薄弱村出列尧现有低收入农
户 1746 户 3079 人全部脱贫的基础上袁 确保村集体经营
收入全部达 20 万元以上遥 加快推进实事惠民袁确保中沙
等村土地整理项目年内见效袁镇综合文化站房尧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全面开放袁卫生院医技楼 9 月份投入使用遥
四是强化社会治理创新袁切实维护稳定大局遥强化网
格管理袁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尧扫黑除恶尧铲毒禁毒尧网格警
格融合等工作袁确保实现群众满意率尧网格规范率野双提
升冶遥注重文化引领袁持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继续
加大野孝老爱亲冶特色镇打造力度袁积极打造镇级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尧野红色文化传习所冶等袁持续选评野最美长荡
人冶袁营造人人争做道德模范尧系列好人的浓厚氛围遥强化
问题导向袁 全面完成重点环境交界问题及环境问题排查
整改袁重点抓好野两违整治冶尧畜禽污染防治工作袁确保涉
及到野263冶所有事项全部按要求整改到位遥会同第三方正
常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袁确保自查整改率 100%遥

阴社址院 射阳县城人民西路 源愿 号

阴邮编院 圆圆源猿园园

全市首宗农户委托
产权交易在射达成
本报讯渊记者 印靖 贾大海冤8 月 26 日下午袁临海镇
八大家社区孙成忠名下不动产委托现场交易会袁在县农业
农村局棉花原种场二楼会议室进行袁 经过前期受理申请尧
发布公告尧信息审核等程序袁共有 4 人报名成功参加现场
竞标遥
据了解袁 此次交易项目主体为 885.82 平方米不动产袁
房屋用途为非住宅尧住宅尧厨房袁起拍价为 255 万元遥 最终袁
临海镇八大家社区居民委员会以 258.8 万元的价格中标遥
据悉袁本次交易是我县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以来第一笔
涉及农户自有资产袁也是全市第一笔有资料可查的涉及农
村农民自有资产在产权交易平台上的交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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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组版院 王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