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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中澳航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集飞机整机生产尧航空发动机生
产尧通航运营尧航空培训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航
空企业袁与澳大利亚尧意大利等国外科研机构
达成合作协议袁共同建立技术研发中心袁预计
今年产值将达 2亿元遥

上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一角遥
左图为科研人员在构建飞机模型遥

吴贵民 盛诚 摄

大干当前 力夺全年

秋高气爽袁风轻云淡遥射阳港万吨级货运码头袁现代化的
港口物流园忙碌异常袁运输车辆来回穿梭袁门机吊臂不停挥
舞曰安徒生童话乐园里袁游客摩肩接踵袁精彩的卡通表演赢得
观众阵阵喝彩曰国投海都路菜场里袁买菜的市民络绎不绝袁宽
敞明亮的大厅尧制式统一的摊位设计让人耳目一新噎噎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衡量一个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遥 近年来袁我县始终坚
持将服务业发展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袁强推集
聚发展尧重抓项目建设尧培强龙头企业袁全力促进服务业提质
增效遥 今年上半年袁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41亿元袁同比增长
4.8%袁 实现服务业税收 12.14 亿元袁 占全县税收总额的
65.6%遥

大力发展特色旅游
徜徉鹤乡大地袁走进渔港风情广场施工现场袁装载车往

来穿梭袁工人们挥汗如雨袁繁忙作业曰在洋马野鹤乡菊海冶袁满
是赏菊品茶的游客曰安徒生童话乐园二期项目正在进行紧张
的后期扫尾工作袁即将面向公众开放噎噎
射阳袁野一个真实的故事袁一座有爱的小城冶遥 这里袁别样

的地理文化袁养心曰别样的生态环境袁养生曰别样的景观特色袁
养眼曰别样的旅游业态袁养身遥 这里袁释放出无比的神奇和无
穷的魅力袁是苏北旅游业的一颗璀璨明珠遥
近年来袁我县紧紧围绕野一核两带五片区冶的发展格局袁

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尧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尧国家
农业公园尧国家级中心渔港旅游区尧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批国
家级品牌袁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新港城尧长三角地区一
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尧中国东部沿海知名的滩涂文
化旅游区遥
着眼文旅产业差异化发展袁 我县不断丰富旅游业态袁持

续推动产业旅游融合发展袁 先后成功举办丹顶鹤文化艺术

节尧苏菊文化艺术节尧海棠文化旅游节尧万佛文化艺术节等多
项文旅节事盛会遥同时袁合德凤凰现代农业园尧黄沙港渔港小
镇尧特庸桑乐小镇等文旅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遥
县文广旅局负责人介绍说袁当前我县旅游产业正步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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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良好态势袁实现年接待游客超 300万人次尧旅游业增加值
突破 50亿元遥目前袁我县正在持续高起点规划建设日月岛国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袁迅速完善基础配套袁拓展多元化旅游产
品袁把资源的野聚宝盆冶转化为旅游的野万花筒冶袁满足不同层
次游客需求遥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
野我们正在装船的这一批风电机舱尧轮毂共 80余台套袁

由远景能源生产制造袁主要发往龙源射阳项目现场遥 冶日前袁
射阳港万吨级货运码头袁数台门座式起重机在专业人员的指
挥下将一批风机大件设备装船作业遥现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道袁目前射阳港已经与丹麦曲博伦尧格雷诺港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袁成为远景能源尧上海电气尧金风科技等风电企业海上运
输的主要进出通道遥 今年上半年袁射阳港成功完成吊装风电
叶片 969片尧 机舱轮毂 297套袁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64%尧49%袁全面超越全球海上风电第一港丹麦埃斯比约港遥

近年来袁 我县将现代物流产业作为重点打造的产业之
一袁充分发挥多式联运的交通枢纽优势袁依托我县通用航空
产业尧高铁站点尧国家一级渔港等资源袁大力推进射阳港现代
物流园尧高速高铁道口物流园尧黄沙港冷链物流中心尧通用航
空物流园等项目建设袁加速人流尧货流尧商流尧信息流尧资金流
等要素的集聚袁实现综合物流业务年收入超 100亿元袁建成
连接苏北尧辐射华东的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尧物流信息服务中
心尧配送中心遥
县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袁 为更好地推动物流业发展袁

我县不断完善物流产业规划袁积极开展叶射阳县物流业发展
专项规划曳编制工作袁为物流业发展明晰方向和提供理论支
撑遥 持续推动本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袁统筹做好园区空间拓
展尧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袁不断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尧
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袁降低物流成本袁着力构建现代化物

流产业体系袁打造特色物流园区遥
提升发展服务业态

野这里每天都有人照顾我们袁饭菜不重样袁生病有人护
理袁逢年过节有人来看望袁比住家里还要舒服遥 冶9月 16日傍
晚袁 住在县养老服务中心颐养区的 75岁老人陈治在工作人
员的陪伴下在中心的小花园散步袁他对自己的老年生活非常
满意遥 这是我县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缩影遥

养老制度关系民生袁情牵百姓遥近年来袁我县高度重视养
老服务业健康发展袁投资 2.8亿元的县养老服务中心是集医
养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专业养老机构袁是县委县政府实施的
一项重点民生工程袁是集养老尧康复护理尧医疗保健为一体的
多功能尧综合性养老康复中心袁建有养老床位 1200张袁可为
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提供居家生活尧养老养生尧医疗康复等多
种服务遥 目前袁我县被正式确定为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创新试点地区袁县养老中心被表彰为省级养老服务业综合
发展示范基地遥

野放心家政哪里找袁我们耶射阳好阿姨爷就是好浴 冶野找家
政袁就找耶射阳好阿姨爷浴冶家政服务业是阳光产业尧朝阳产业遥
如今袁野射阳好阿姨冶已成为我县家政服务的一块金字招牌遥

在县家政服务中心袁业务部工作人员董逸霞一脸自信地
告诉记者院野我们耶射阳好阿姨爷的业务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耶打
扫卫生尧家宴服务尧跑腿代购爷袁还扩展到健康服务尧饮食调
理尧卫生保健等更高层次袁我们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尧优
质尧贴心和高端的服务遥 冶

我县把野为民家政冶项目纳入县政府 20项重点民生实事
工程袁积极搭建家政服务平台袁着力打造家政服务品牌袁推进
家政产业建设遥 2018年支出 900万元袁2019年至 2021年预
算安排 2450万元用于激励行业发展尧企业培育尧主体培训尧
奖励资金等袁积极探索家政员工制尧评星定级制尧优秀家政员
奖补等制度袁重点做好野一老冶野一小冶野一病冶野一高端冶四类人
群服务袁形成政府牵头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模式袁积极打造
全省家政服务示范区袁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遥

勇立潮头袁抢抓机遇遥我县正以崭新姿态袁加速服务业提
质增效袁拓宽服务业发展领域袁为高质量发展输入更加强劲
的动力遥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要要要 我县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黄新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通讯员
王文中冤9月 17日袁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暨中国品牌农产品展销庆丰收活动
在山东青岛世界博览城开幕遥 本次活动
以野产品热销袁品牌强农袁喜迎丰收袁助
力小康冶为主题袁由中国农村杂志社尧中
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尧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及青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遥 活动中袁
射阳大米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袁价值评估 245.32
亿元袁影响力指数 76.14遥

射阳大米是中国驰名商标袁荣获中
国国际十四届尧十六届农产品交易会金
奖袁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遥 目
前袁我县水稻种植面积 162 万亩袁烘干
企业 200家袁稻米加工企业 62家袁年加
工能力 300 万吨袁 年产销大米 110 万
吨袁产值超百亿遥

在发展射阳大米产业过程中袁我县
始终坚持顶层设计袁推进一尧二尧三产融
合发展袁在扩大射阳大米知名度与影响
力的同时袁真正实现了农业增效尧农民
增收遥 坚持品牌化经营袁射阳大米在成
为江苏首例全品牌地标后袁长期坚持品
牌运用尧品牌经营尧品牌提质袁制定了品
牌使用规则袁62家加工企业统一使用射
阳大米商标曰实行和加工规模尧质量追
溯双码运用尧绿色证书持有尧地方标准执行尧行业自律公约
执行挂钩袁达不到野五挂钩冶要求的不能使用野射阳大米冶品
牌曰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农产品交易会尧展示展销展览活动袁
争夺有价值影响的奖牌袁 十多年来获得省级奖牌 50多块尧
国家级奖牌 40多块遥 坚持标准化生产袁2017年制定射阳大
米水稻栽培技术规程尧加工技术规程尧储藏技术规程等团体
标准袁并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袁在叶文汇报曳叶新民晚报曳刊
登袁印刷文本发到加工企业曰在生产中严格按规程实施袁产
出的大米才为正宗射阳大米曰2018年申报的射阳大米地方
标准袁当年通过专家评审袁2019年 7月获省市场局批准曰地
方标准主要突出品种的选择袁 必须是国家粳稻金奖品种南
粳 9108尧南粳 46等袁种植栽培坚持绿色生产尧绿色管理袁射
阳大米的理化指标优于国家出台的大米标准遥 坚持 野差别
化冶竞争袁射阳是海相冲积平原袁土壤含钾量丰富袁每公斤土
壤含速效钾 12.5-25mg袁PH值 7-8.5袁 典型的弱碱性土壤袁
产出的稻米香醇绵甜尧筋道润滑尧食味独特遥 为扬长这一优
势袁我县建立复合种养尧富硒稻米尧原生态稻米等十大特色
基地袁总面积达 45万亩袁当前加工企业生产的有机米尧富硒
米尧胚芽米尧生态米尧粥米尧儿童米品种多尧规格全袁为转型中
高端增加了竞争力遥坚持产业化发展袁我县现有水稻种植小
农场 778家袁 全部和加工企业实行联耕联种联加联营融合
发展袁零散农户和加工企业实行订单种植袁保证了稻农的销
售流畅尧收入增加袁开发皮糠油尧年糕尧粽子尧八宝粥尧生物质
材料等延伸产品遥 坚持常态化管理袁抓企业生产源头袁练好
内功袁坚持按标准生产曰注重经常性的督查检查袁突出常态
化维权打假曰 采取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巡查和委托律师事务
所司法维权相结合袁坚持常年维权打假袁近五年来袁平均年
判决调处 16起袁有效遏制了制假售假势头袁净化了射阳大
米市场袁提升了射阳大米的影响袁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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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8日一大早袁天气微凉袁在黄沙港镇水产品
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袁 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遥

野目前袁11号楼海鲜交易中心顶层消防喷淋已安
装到位袁外立面窗户已全部更换袁正进行外墙粉刷等
工作曰13号楼创客中心项目在紧张进行外部装修遥
下一步袁我们将进行道路铺设和环境绿化遥 冶在现场
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的县农水投集团现场施工负责人
陈康介绍道袁交易中心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袁其中
一楼大厅 2400平方米袁设有 40间商铺袁外部设有 62
间商铺袁以满足入驻商户的个性化经营需要遥

据介绍袁目前在现场施工的工人近 300人袁选择
的是有丰富经验的施工队伍袁在保质保量的同时袁相
关镇区部门紧密配合袁有效解决了施工遇到的难题袁
进一步提高了项目建设效率袁 为缩短工期提供了保
障遥 野我们抢晴天钻雨隙袁延长施工时间袁加班加点推
进建设袁确保项目在 10月 15日前交付使用遥 冶

在全力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的同时袁 项目方紧盯
施工作业安全和项目工程质量遥 野施工伊始袁我们就
全程跟踪袁 安排专人深入施工现场袁 全天候跟班监
督袁严格落实事前尧事中和事后质量控制措施遥 对发
现的问题袁立即责令施工单位整改袁以确保项目施工
质量过关遥 冶陈康表示袁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县海产品
交易提供一个新的大型综合交易平台袁 助推渔港小
镇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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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袁他主动请缨袁义无反顾地奔赴防
疫最前线袁留下野最美背影冶曰面对繁重的防疫任务袁他恪守
医护人员天职袁践行职业誓言噎噎他就是 31年如一日始终
坚守在基层医疗一线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成
健遥

1989年 7月袁从徐州卫生学校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李
成健到阜余卫生院工作袁在这里度过了 14年时光遥 在基层
工作的日子里袁他不断加强自身学习袁积极参加各种培训袁
完成大专尧本科的学习袁于 2003年调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工
作至今袁 从一名懵懵懂懂的学生成长为公共卫生专业的副
主任医师遥

2020年春节临近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遥
正月初三晚上袁听说医院将在初四召开疫情防控紧急会议袁
远在南京女儿家的李成健立即驱车连夜赶回射阳遥 在开车
回家的路上袁 李成健告诉妻子院野我肯定要参与抗击疫情工
作袁这项工作会有风险袁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公卫人袁我应该
义不容辞报名参加袁做好年轻同事的榜样遥 2003年的非典

疫情防控中袁你就积极支持过我袁这次我希望你能一如既往
地支持我浴 冶妻子本想说点什么袁却又打住了袁只是告诉李
成健院野我支持你浴注意保护好自己袁值班夜里冷袁要穿大衣遥
家里有我袁你放心袁我会做好你的坚强后盾遥 冶

疫情防控工作日益繁重袁 外地进入射阳的人员都需要
进行体温测量遥 面对风险袁李成健没有丝毫犹豫袁第一时间
报名参加袁简单收拾行囊袁就赶往沈海高速口陈洋卡口点遥
卡口点值班工作不分昼夜袁时间不固定袁为了能在工作期间
不瞌睡袁李成健都是吃了安定药入睡袁以养足精神备战遥 他
工作认真严谨袁对每一辆车上的驾乘人员都逐一检测袁做到
不漏测尧不错测遥 面对被测群众的不理解袁他耐心解释袁让
群众了解积极配合的重要性遥

随着防控形势和要求的变化袁 为进一步加强返射人员
的管理和观察袁县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需要进行力量充实
和人员轮换袁李成健因为业务素质过硬袁有较强的综合管理
能力袁被挑选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工作袁于 4月 1日进驻
隔离点遥

隔离点工作更是复杂繁琐袁除了承担集中隔离任务外袁
还要接收外来人员核酸采样及在外地隔离期满返射人员流
行病学调查等多项任务遥 李成健细致周到地制定了各项工
作流程尧方案和工作要求袁虚心学习袁向同事请教袁不断改写
工作规范袁直至达到省市县的工作要求遥他承担着隔离区的
消毒工作袁每天都背负 30多斤的消毒桶袁进行消毒作业袁每
一处角落都不放过遥 他还承担整个隔离点的防控物资和生
活物资储备尧返乡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任务遥 他说袁每次收到
解除隔离人员发来的感谢信息袁都觉得心里暖暖的袁再苦再
累也值了遥

岳父 80岁生日尧 孙女周岁包括李成健自己的 50岁生
日袁他都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里工作遥 出于安全考虑袁也
为了执行疫情防控要求袁他没有参加两位亲人的生日宴袁也
取消了自己的 50岁生日宴遥 他觉得有些对不住家人袁但从
没有后悔过袁他认为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袁这是他的责任与
义务遥李成健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袁为疫情期间的
射阳人民筑起了一道牢固的安全防护墙遥

直面“疫”魔
要要要 记县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成健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野吴老板袁我今年要多做一批药酒袁麻烦您再给我发两
吨何首乌噎噎冶9月 14日一大早袁临海镇二垛居委会步宽何
首乌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步宽接到老客户的电话遥

何首乌可安神尧养血尧活络尧解毒袁是常见的中药材遥 野我
的父辈就是种植何首乌的袁我们吃何首乌粉长大袁觉得它药
用价值很高遥 冶吴步宽从 2013年开始种植何首乌袁到如今已
形成 100亩的种植规模袁野考虑到秋冬收获时节苗种价格波
动大袁农产品附加值低袁我将何首乌进行深加工袁做成首乌
粉尧首乌片尧首乌粉条并推向市场遥 冶

走进种植基地袁何首乌叶片和藤蔓绿油油一片袁零星有
几朵小白花点缀遥 野12月份落霜以后袁这一批何首乌就可以
收了袁1月份开始加工成产品袁其他月份都在销售遥 冶吴步宽
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包装好的何首乌粉袁野都是纯天然的袁质
量可以保证遥 为打开销路袁我向周边城镇居民推介销售袁还
和一些线上旗舰店合作袁 订单很火爆袁 一年可挣 40多万
元遥 冶

致富的同时袁吴步宽免费向村民提供种苗尧农资尧实用
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袁向零散种植户收购首乌袁提前签订收
购合同袁激发了零散种植户的扩种信心遥 截至目前袁吴步宽
所在的二垛居委会和邻近村何首乌种植户共有 40多户袁种
植面积达 500多亩袁亩平均收入近 4000元袁让低收入农户
稳稳步入了奔小康的野快车道冶遥

步宽何首乌种植专业合作社还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就业
岗位遥 野我身体有旧疾不能剧烈运动袁合作社让我看护田地遥
现在袁 我土地流转费用加上每年在合作社工作的收入有 3
万多元袁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遥 冶居民张由生感激地说遥

二垛居委会

首乌成致富“神器”
本报记者 王明月 通讯员 范贵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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