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窑贴近窑创新 总第 猿源15期星期五 圆园圆园年 怨月
农历庚子年八月初二 员8

SHEYANG DAILY 新闻热线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69966890 Email:sy7059559@126.com主办:中共射阳县委

阴射阳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阴本报内容详见院 射阳新闻网 http://syxww.sheyang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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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文稿传真院 远怨怨远远愿愿怨 阴版面编辑院 颜立文 阴组版院 王逸文

位于现代高端纺
织产业区的江苏盛泰
克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尧 织造尧
印染为一体的纺织专
业化企业袁产品主要销
往沙特等中东国家遥近
期袁 该公司投入 1500
万元袁新上织造尧印染
设备 60台套袁 极大地
提高了产能袁 截至目
前袁 已完成开票销售
5000余万元遥 图为该
公司车间忙碌的生产
场景遥 盛诚 摄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大干当前 力夺全年

野请您保护文物袁不要在场馆内
吸烟袁祝您游览愉快浴 冶日前袁伴随着
工作人员的叮嘱袁来自上海的游客沈
佳伟带着孩子走进华中工委纪念馆袁
在一幅幅历史图片里重温战火纷飞
的年代遥
随着金秋旅游旺季的到来袁我县

逐步迎来旅游高峰期遥 近日袁县文旅
局组织工作人员袁来到安徒生童话乐
园尧千鹤湖公园尧华中工委纪念馆等
15个景区袁深入开展创文活动遥

野我县历史悠久袁人文底蕴丰厚袁
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遥我局结合县情
实际制定了文明旅游公约袁同时安排
工作人员驻点景区服务游客遥 冶县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遥在安徒生
童话乐园广场上袁广播响了起来院野欢
迎来到安徒生童话乐园袁进入景区请

有序排队袁爱护游乐设施浴 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袁需要您的参与遥冶在乐园入
口处袁工作人员将景区宣传单和文明
城市创建手册一起发给游客遥连云港
游客王玲玲一家三口刚刚购完票袁工
作人员热情地招呼她院野您抱着孩子
不太方便袁 我们给您提供一辆婴儿
车袁 在游玩过程中如果需要帮助袁请
随时呼叫工作人员袁祝您玩得开心遥冶
野早就听说射阳安徒生童话乐园的大
名袁 一来就感受到了工作人员的热
情袁感觉特别暖心遥 冶王玲玲说遥

千鹤湖公园是一座以鹤文化为
主题的大型公园袁 拥有水上音乐喷
泉尧丹顶鹤观赏等多个板块遥 走进公
园袁身着红马甲的景区志愿者各司其
职袁 有的在游客服务中心答疑解惑袁
有的在假山旁整理绿化遥公园负责人
介绍道院野随着创文活动的深入开展袁
对景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袁我们将
重点做好景区环境尧志愿服务尧游客
体验等工作袁确保把文明尧舒适尧温馨
的千鹤湖公园呈现给每一位游客遥 冶

旅游景点荡漾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盛诚 通讯员 陈晓霞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在第三个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即
将到来之际袁9月 17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唐敬到洋马镇鹤乡菊
海农业产业园察看活动筹备情况遥 他强调袁 要紧盯时间节
点袁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袁确保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成
功举办袁全方位尧立体式展现我县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新成
果尧 日新月异的农村文明新气象和勤劳质朴的射阳农民新
风采遥 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参加活动遥

经党中央批准尧国务院批复袁每年农历秋分为野中国农
民丰收节冶遥 作为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苏重点活动举
办地之一袁今年我县丰收节活动以野鹤舞菊海尧欢庆小康冶为
题袁重点突出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核心区的生态底蕴袁充
分展示野苏菊冶主产区的菊韵特色袁全面体现百万射阳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遥 此次活动从 9月 22日
开始持续 1个月时间袁 主会场设在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
园袁县镇联动开展野醉美菊海庆丰收冶汇报演出尧野携手小康

路尧共奔现代化冶村企联建交流暨脱贫攻坚成果展示尧野鹤乡
优品冶农产品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遥

唐敬听取活动筹备进展情况汇报袁 并实地察看场地安
排尧园区布置尧设施搭建等情况遥 他指出袁鹤乡菊海现代农业
产业园作为这次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现场袁 是对射阳三农
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袁也是全国全省人民关注射阳尧走
进射阳的一个重要窗口遥 相关条线要充分认识办好此次活
动的重要意义袁保持严谨负责尧精益求精尧精雕细刻的态度袁
精心组织尧高效推进袁确保办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野中国农民
丰收节冶庆祝活动袁让农民朋友在自己的节日里收获希望尧
感受幸福遥

唐敬要求袁以更高效率尧更高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遥
相关部门尧镇区要严格按照既定工作方案袁细化落实尧通力
合作袁把每项工作想得细之又细尧做得实而又实袁保证各个
环节万无一失遥 要加强节日氛围营造袁着力推进会场尧周边

环境及重要节点的绿化尧美化尧亮化工作袁造浓欢乐喜庆的
节日氛围遥 要加强宣传发动袁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尧主
动性尧创造性袁激励更多热爱农业尧关注农业的人投身三农
事业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射阳
力量遥

唐敬强调袁要释放活动效应袁叫响菊花品牌遥 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袁更大力度宣传推介野苏菊冶品牌遥 洋马镇要充分利
用资源禀赋优势袁做好产业融合发展文章袁加快推进菊花全
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袁努力将菊花产业打造成为农民增收尧农
业增效尧农村增色的特色优势产业遥 国投集团要不断挖掘菊
文化内涵袁完善园区功能配套袁丰富生态旅游业态袁加快提
升园区知晓率和知名度袁 将其打造成为展示射阳形象的独
特名片和发展健康产业的优势平台遥

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长徐旭东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正
军参加活动遥

唐敬在察看我县农民丰收节筹备工作时强调

精益求精做好筹备工作 确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张鹏程参加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吴贵
民冤9月 17日上午袁全县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整治动员大会在县行政中心
东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
冈玉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吴冈玉指出袁安全生产事关人民
福祉袁 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遥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尧没有终点袁只有
进行时尧没有完成时袁全县上下要牢
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袁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袁确
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袁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
保障遥

就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袁
吴冈玉强调袁要客观分析形势袁切实
增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
紧迫感遥 各镇渊区尧场冤要参照县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袁围
绕野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论述尧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
实冶两个专题内容袁结合自身实际袁编
制出台具体实施方案袁以强有力的举
措推动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快速
提升遥 要突出工作重点袁全面推进各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遥聚
焦重点行业领域排查整治袁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袁坚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和
对社会有严重影响事故的发生曰全面
组织自查自纠袁全力推动上级交办问
题整改袁明确专人跟踪推进袁逐条制
定整改措施尧整治到位曰强化基层监
管队伍建设袁补齐监管短板袁积极发
挥好野联防联控冶队伍的作用袁确保事
情有人做尧责任有人担遥 要强化责任
落实袁确保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取得实效遥各专业委员会要充分发
挥牵头抓总作用袁进一步明确牵头部
门和协办部门的职责尧信息共享机制
和责任追究程序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要求袁突出专
业性和精准性袁全面梳理本行业领域
风险隐患袁加强工作指导袁推动问题
隐患整改落实曰各镇渊区尧场冤必须切
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袁 加强工作联
动袁形成推动工作合力袁全面排查本
区域内风险隐患袁 深入开展集中整
治袁 制定针对性整改举措并落实到
位遥

会上袁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田国举传达省安委办关
于徐州市鼎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野9窑12冶火灾事故的通报
和国务院督导组野回头看冶反馈意见及国务院安委会考核
巡查通报整改落实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曰 县安委办布
置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任务曰县商务局尧射阳
经济开发区尧盘湾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作表态发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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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吴贵
民冤9月 17日上午袁全县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动员大会在县行政中
心西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
吴冈玉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吴冈玉指出袁近年来袁在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倾力打造下袁我县
旅游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袁全县旅游
业特色日趋彰显袁 基础投入明显加
大袁旅游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袁旅游
产业呈现逐步壮大尧后劲增强的良好
态势遥 发展全域旅游袁是通过旅游业
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
全新理念袁与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
放尧共享冶的新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袁有
利于培育出市场新主体和发展新热
点袁有利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尧形成
全方位开放格局袁有利于共建共享基
础设施尧公共服务袁让人民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袁为打造野实力射阳冶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遥

就做好相关创建工作袁吴冈玉强
调袁要高度重视袁志在必得遥开展全域
旅游创建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现实
要求袁 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
择袁是打造野实力射阳冶的重要举措袁
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和珍惜此
次创建机会袁深刻把握全域旅游的内
涵和要求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尧更加
饱满的热情尧更加务实的作风袁全身
心投入到创建工作中来袁 铆足干劲袁
脚踏实地袁 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袁确
保如期建成野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冶遥

吴冈玉要求袁要夯实措施袁狠抓
关键遥 各镇区尧各相关部门要锁定创
建目标袁认真对标对表袁一项一项抓

落实袁一条一条抓推进袁高标准尧高质
量完成各项创建任务遥 坚持高点定
位袁全域化规划尧全景区建设尧全要素
构建尧全时空打造袁增强旅游竞争力曰
注重产业融合袁创新野旅游+冶发展袁
培育独特旅游 IP袁 不断丰富发展业
态袁实现旅游带动效应曰构建畅游体
系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袁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袁健全旅游监管体系袁增强旅
游引导力曰要加强宣传营销袁丰富营
销模式袁创新营销手段袁注重精准营
销袁增强旅游影响力遥

吴冈玉强调袁要压实责任袁形成
合力遥 各镇区尧各相关部门要把全域
旅游发展摆在重要位置袁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尧健全工作机制袁切实将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遥 强化组织领
导袁树立全局观念袁强化重大事项谋
划尧跨部门跨区域配合袁形成多方联
动尧合力推进的工作势头曰强化项目
推进袁要以更实的措施加快文旅项目
建设袁 以工匠精神打造优质文旅项
目袁 不断增强旅游产品竞争实力曰强
化全员参与袁通过旅游发展成果为全
民共享袁 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实际受
益袁推动形成野人人都是旅游环境尧处
处都是旅游形象冶的良好势头袁全面
提升城市文明程度袁确保顺利创成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遥

会上袁县委常委尧副县长崔晓荣
对创建工作作具体部署曰 县文旅局尧
旅投集团尧城建集团负责人作交流发
言遥

县领导王占芬尧 陈以奎出席会
议遥

我县部署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吴冈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野改造之后
的大街形象就
是好看尧 有特
色袁让人耳目一
新遥 冶野是的袁改
造的速度也挺快袁工程质量也高遥冶9月 16日上午袁在位于
黄沙港镇海滨路的一家百货门市前袁 门市老板沈红英正
和邻居黄大爷谈论着野渔跃大街冶立面改造项目遥 改造后
的海滨路不仅增添了渔港小镇特色元素袁 而且沿街店铺
门头都相对统一起来袁大街形象显得清爽多了遥

野还好自己当初同意了袁要不然就拖了大家的后腿遥 冶
说起这袁沈红英心里感到高兴遥 当初袁该镇民政办工作人
员找到沈红英袁告诉她镇里要实施野渔跃大街冶立面改造
项目袁不仅要对她家门市的外墙重新设计喷绘袁而且走廊
里还要新建两根立柱遥野对于改造袁我们双手支持遥虽然生
意暂时受到一定影响袁但从长远来看袁集镇繁荣了袁外来
游客增多了袁还愁店铺没有顾客钥 冶沈红英爽快地回答遥

沈红英的理解与支持袁 得益于该镇大力宣传建设渔
港小镇的重要性遥为了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袁该镇上下迅
速行动袁第一时间抓好舆论宣传引导袁坚持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袁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建设渔港小镇的重要意义袁深入
细致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遥 因透明而理解袁 因理解而支
持袁 如今渔港小镇项目建设正源源不断地汇聚起各方力
量袁形成强大的推进合力遥

在门面改造提升过程中袁 沈红英不但主动为施工人
员提供方便袁帮助施工人员清理施工废料等袁还帮助说服
左邻右舍袁号召大家全力支持政府工作袁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遥

如今袁沈红英的门市改造已基本完成袁门店形象焕然
一新袁与街上环境相得益彰遥野小镇建设靠大家遥建设渔港
小镇是一件大好事袁我们应该大力支持袁多为项目建设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遥 冶 沈红英说袁野街面改造工程进展很
快袁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袁真期待渔港小镇快快建成遥 冶

“渔港小镇建设靠大家”
本报记者 王中印 通讯员 王荣

野我们的产品主要有牛肉酱尧有机大米尧蜂
蜜尧 沈氏年糕尧 茶干噎噎这些产品符合市场需
求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遥冶日前袁记者来到新坍镇
星火创业公社采访袁 负责人秦婷玉向记者介绍
道袁他们的产品通过淘宝尧微信商城尧苏宁易购
等平台销售袁 销量非常可观袁 每月销售额可达
25万元遥

星火创业公社是该镇打造的 野互联网+农
业+特色产业冶创业服务平台袁总投资近 300 万
元遥 目前袁已入驻创客团队 3家尧企业 10余家袁
各类特色产品 50余种袁先后与南京大学盐城电
子商务研究院尧阿里巴巴尧摩度空间以及我县的
我能工厂等优秀创客团队达成创业联盟遥 经过
二年多发展袁 该镇农村电商总营业额综合排名

全县第一遥
野现如今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尧大数据

的帮助遥事实证明袁许多特色农产品搭上农村电
商快车袁就能远销国内外遥 冶秦婷玉向记者介绍
道袁野你看袁这个耶蔡记牛肉酱爷是我们农户手工
制作的牛肉酱袁肉粒饱满袁口味也得到了大家的
普遍认可袁现在在网上销售势态很好袁销售量已
经突破 3万瓶遥 冶

野通过星火创业公社的帮助袁着实增加了我
们的收入遥 冶村民梁家栋高兴地告诉记者袁仅去
年一年袁 他们家通过在网上销售豆制品就增收
3万多元遥 野现在有了好政策袁有了好渠道袁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遥 冶

野除了牛肉酱袁我们还重点推广耶沈氏富硒
米爷尧耶臧家豆制品爷尧耶食为天兔肉爷 等本地品牌
农副产品袁此外袁还帮助周边 60 多户低收入农
户销售杂粮尧豆制品等遥 冶秦婷玉表示袁接下来袁
他们将借助互联网独特的销售模式袁 把更多更
好的农副产品放到网上来袁 带领更多的村民共
同致富奔小康遥

星火创业公社

打通百姓致富路
本报记者 彭岭 通讯员 蒋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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