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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尧中秋假期袁我县各
旅游景点游人如织袁 处处洋
溢着欢乐尧喜庆尧祥和的节日
气氛袁累计接待游客超 15万
人次遥
彭岭 盛诚 吴贵民 摄

文明射阳射阳在线 鹤乡射阳 粤孕孕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10月 8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唐敬
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高质量考核暨真抓实干
工作分析会遥 他强调袁要紧盯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袁一着不让
抓当前袁集中力量补短板袁全力以赴争进位袁确保圆满实现
野双胜利冶目标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讲话袁县委副书
记张鹏程出席会议遥

唐敬指出袁 开展高质量考核是省市深入贯彻新思想新
理念尧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袁通过
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优化尧野考题冶野考点冶的动态调整袁有
力增强了基层对高质量发展的新认识袁 促进了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新提升遥 各条线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争先意识袁
拿出野有牌必夺尧有奖必争冶的气势袁紧扣年初确定的目标任

务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袁在高质量考核上必须野确保上游冶袁
在真抓实干奖项上实现新突破遥

唐敬要求袁进一步强化攻坚意识遥 着力抓重点袁各指标
责任单位要把考核工作摆上野头版头条冶袁对照高质量考核
任务分解表袁做到目标上墙尧责任上肩尧全力攻坚遥着力补弱
点袁锚定野保三争二冲一冶目标袁针对短板弱项袁逐一研究情
况袁落实弥补措施袁尽快迎头赶上遥着力创亮点袁加强工作研
究袁总结梳理尧提炼提升工作中的首创做法尧成功探索袁加强
对外宣传袁让更多的射阳做法尧射阳经验在更大范围叫响遥

唐敬强调袁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
亲力亲为尧带头上阵袁抓上手尧不放手袁定期会办相关工作袁
不等不靠尧真抓实干尧紧张快干袁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遥各

分管领导要分条线做好工作部署袁确保每个环节有人跟进尧
每项工作有人负责遥各职能部门要多研究尧多对接尧多统筹袁
确保各项指标万无一失遥

吴冈玉要求袁各层各级要对照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袁逐
项分析研究袁准确把握重点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袁认真细致
地做好各项工作遥坚持问题导向尧目标导向尧结果导向袁对标
任务找差距袁精准发力补短板袁确保高质量尧高标准完成年
度各项目标任务袁实现进位争先遥充分发挥考核野指挥棒冶作
用袁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发展态势袁以各条各块的争先
确保全县工作的领先袁坚决交出一份高质量的野期末答卷冶遥

县领导田国举尧张哲峰尧崔晓荣尧徐旭东尧尹胤祥尧戴淦尧
王正军尧丁红兵尧徐加晔尧付阳尧吴海燕等参加会议遥

唐敬在高质量考核暨真抓实干工作分析会上强调

一着不让抓当前 全力以赴争进位
吴冈玉讲话 张鹏程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
蓉冤10月 1日袁正值国庆尧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遥 县委
书记唐敬在检查节日值班
值守工作时强调袁 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袁严格落实 24小时值
班制度袁 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袁 全力保障节日
期间各项工作的正常运
转遥

县市民中心建筑面积
5万多平方米袁 以投资创
业快捷化尧 民生服务便利
化尧 政府治理简约化为原
则袁设立六大特色服务区尧
四大主题文化区尧 四个智
能办理区尧 二个特办窗口
区尧二个生活体验区袁建有
集阅读尧洽谈尧等候为一体
的书吧袁 设置了儿童游乐
区尧企业洽谈区等功能区袁
致力为市民提供全方位便
捷服务遥 该中心于 9月 24
日揭牌袁 工作人员正在加
班加点进行功能调试等扫
尾工作遥 唐敬仔细询问人
员在岗尧 值班制度落实以
及值班设备配备等情况遥
他说袁 做好值班值守工作
是让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的重要保障袁 各相
关条线要充分认清加班值守的意义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袁完
善落实应急处置预案袁畅通信息反馈渠道袁全力保障节日期
间工作的正常运转遥

安徒生童话乐园项目按照 5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袁
规划卖火柴的小女孩尧拇指姑娘尧皇帝的新装尧丑小鸭四个
主题区域袁融合主题游艺尧演艺体验尧激情互动于一体袁打造
集安徒生童话主题乐园尧 趣伏里主题特色街区于一体的文
化旅游综合体遥作为亲子文化旅游新地标袁节日里的安徒生
童话乐园处处装点一新袁已经开放的区域人头攒动袁笑声阵
阵遥唐敬仔细询问乐园运营情况袁并向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
表示亲切慰问遥 他强调袁要针对节日游客密集的特点袁加大
已开放场所安全隐患巡查排查力度袁过细落实 24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袁用好智慧管理系统袁不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应
急处置能力遥同时袁要紧扣时间节点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袁完
善提升功能配套袁按质按期推进工程建设遥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正军参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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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葛静
漪 贾大海冤10 月 2 日上
午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
冈玉率队到鹤乡菊海产
业园开展走访调研时强
调袁要科学规划尧合理布
局袁突出园区特色袁发挥
产业优势袁推动现代农业
又快又好发展遥

吴冈玉来到鹤乡菊海
现代农业产业园实地走
访袁详细了解当前园区整
体规划尧要素保障及产业
集聚等情况遥 在听取相关
情况汇报后袁 吴冈玉指
出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
径之一袁要将现代农业发
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
结合袁 坚持科学规划尧合
理布局袁大力推进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袁促进农村产
业振兴遥

就进一步提升园区建
设袁吴冈玉强调袁要进一
步明确园区定位袁突出园
区特色袁不断提升完善园
区规划遥 要结合贺东社
区尧健康产业园等自身实
际袁 进一步明晰目标定
位袁以更高的水平提升园
区规划编制袁致力打造特
色景区遥 要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袁 发挥产业优势袁积

极发展菊花精深加工袁做强做优野苏菊冶品牌袁提升野苏
菊冶市场知名度袁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遥 要
不断挖掘菊文化内涵袁大力延伸旅游产业链袁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袁在推动健康产业尧文旅产业与现代
农业深度融合中彰显射阳优势尧体现射阳特色遥

吴冈玉要求袁要强化要素保障袁持续加快提升园
区道路尧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袁统筹做好外部沿线农
房改善工作袁充分展示乡村振兴新面貌遥 要加强园区
运营管理袁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推介活动袁加大宣传推
介力度袁不断提升园区品牌袁努力将其打造成为我县
展示形象的靓丽名片尧发展健康产业的优势平台遥 要
加强要素协调袁凝聚工作合力袁相关镇区和部门要强
化时间意识尧效率意识袁对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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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遥

县领导徐旭东尧王正军尧吴海燕等参加调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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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冤9 月 27 日袁从江苏质量
大会上传来喜讯袁射阳大米集团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
以高分通过野江苏精品冶认证遥

射阳大米集团是射阳大米产业领军企业袁由县政
府直属国有企业射阳国投集团组建袁集团拥有 3个全
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尧1 个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袁 下辖
射阳国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尧盐城市新合作粮食
物流有限公司等 8个子公司袁总资产近 30亿元遥

射阳大米集团拥有 1万亩技能化粮食种植基地尧
5万亩优质稻米种植基地尧20万亩订单农业袁 与南京
农业大学尧江苏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袁设立江苏
射阳大米产业研究院和博士工作站袁并在海河尧四明尧
兴桥建立射阳大米产业研究院实验基地遥集团拥有烘
干设备 12 台袁日烘干粮食 1300 吨曰拥有全自动碾米
生产线 2 条袁日产大米 450 吨曰在 3 个交通集散地建
设高标准粮食储备库袁仓储容量达 40万吨遥集团入选
全国百佳粮油企业袁自有品牌野谷投味道冶牌射阳大米
荣获野中国十大好吃米饭冶野中国十佳粮油优质特色产
品冶称号袁主打品种南粳 9108荣获野首届中国好米榜冶
五星级称号遥

射阳大米集团产品
获“江苏精品”认证

野老宗来
一下袁 找你了
解点情况浴 冶9
月 29日下午 3
点袁 海河镇烈
士村党总支书
记万亚州隔着办公室的窗户袁把正在村部观看野迎中秋尧庆
国庆冶文艺演出的四组村民宗守根叫到办公室遥

野中秋节与家人在家吃团圆饭袁3号尧4号到家门口的农
家乐饭店当 耶帮手爷袁5号到小区附近的凉亭观看村里安排
的淮剧演出袁6号尧7号准备带着孙子尧外甥女到县城千鹤湖
公园玩玩噎噎冶今年 61岁的宗守根已经把野双节冶生活安排
满了遥 他说袁这几年自己经历的变化袁梦都没有这么做的遥

2017年袁 宗守根是群众一致公认和评定的低收入农
户遥 野家属患有心脏病多年袁花光了家中 20多万元积蓄遥 冶
宗守根说袁当时要照应患病的妻子和高龄的父母袁自己无法
外出打工挣钱遥 因此袁 村里针对他家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
了脱贫计划遥

野他原来管理过梨园袁有经验遥 冶万亚州说袁经过村里牵
线搭桥袁2018年初就安排他到家门口的梨果园袁负责 50多
亩果树的技术指导和经营管理遥 由于老宗肯钻研尧善管理袁
深受农场主的信赖袁又安排他做农家乐饭馆的接待工作袁并
有 5万多元的年薪袁这让老宗实现了务农尧顾家尧挣钱野三不
误冶遥

政策越来越好袁生活更上一层楼遥 2018年袁村里持续实
施康居工程袁根据征地拆迁政策袁宗守根拆除了居住 20多
年的三间平房袁以面积换面积袁多余的每平方米还有 1500
元的补贴遥 去年 8月份袁 宗守根拿到了 145平方米的新楼
房遥 野去年春节搬进新家的袁现在的房子通透明亮袁电冰箱尧
空调尧微波炉等家电应有尽有袁我感觉很满意浴 冶宗守根说袁
你看现在的政策多好袁一定要把事做好尧把小日子过好遥

现在袁看书尧听戏尧跳舞成了老宗的业余新爱好遥 野电子
阅览器藏书 10万册袁用鼠标轻轻点击袁就可以阅读自己喜
欢的刊物遥 冶老宗开心地说袁村里除了图书阅览室袁还规划
建设了梨花广场尧乡村舞台尧妇女儿童文体活动室等八大阵
地遥 他和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了袁邻里之间尧干群之
间的感情也变得更融洽了遥

靠着党的富民政策和自己的苦干袁宗守根摆脱了贫困袁
拥抱了幸福遥 用他的话来说袁他赶上了新时代袁享受着好政
策袁生活比蜜还甜浴

宗守根的幸福生活
本报通讯员 王峻杰 崔治国

本报讯渊记者 张伟 张学法冤近日袁9月份野江苏好人
榜冶发布袁将好事做到爱琴海的 4名江苏籍船员榜上有名袁
他们分别是大副徐锦文尧大管轮金龙维尧电机员陈茂文尧实
习水手宋陶袁其中徐锦文尧金龙维分别是我县海河镇尧特庸
镇人遥

当地时间 8月 25日下午 4:50袁希腊爱琴海海域发生难
民船沉没事件遥 华洋海事中心海洋之盎轮 渊英文名
OCEAN ANG) 散货船经过爱琴海前往俄罗斯卡夫卡兹港
卸货时袁见习船长尧大副徐锦文收到求救信息后袁立即报告
船长张辉袁在与希腊联合搜救中心沟通后袁海洋之盎轮立即
朝沉船位置转向袁5分钟后袁在右前方 3海里远的地方发现
沉船遥

徐锦文带领 3名同事操作救生艇和救助艇袁顶着海浪袁
奋不顾身袁在沉没的船只附近全力施救遥 天色越来越暗袁海
况复杂袁险象环生袁徐锦文等在海浪中排除机械故障袁营救
落水者上艇袁在舷梯和救生艇尧救助艇之间袁用力托举落水
难民登船遥

野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浴 冶货船上的 21 名船员神经紧绷袁
大家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遥 野我在船舱里负责轮机部设
备的安全和预防袁保证所有救生设备的正常使用袁不能离开
岗位去海里救援遥 冶金龙维说袁野我们所有人是一个整体袁分
工不同遥 有人要保持船的位置袁有人要维持电器运行袁缺一
个都不行浴 冶来来回回袁徐锦文和他的同事将附近落水的 41
名人员全部救起袁并送到海洋之盎轮散货船上遥

此后袁希腊海岸警卫队专门发出感谢信袁船东香港民生
银行奖励 1万元美金遥 他们的事迹被新华社尧叶人民日报曳尧
中央电视台尧叶中国青年报曳和希腊叶中希之声曳报等国内外
媒体密集报道袁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袁为中国人争了光袁
也为家乡争了光遥 9月 30日袁省文明办评定徐锦文尧金龙维
等 4人为 9月份野江苏好人冶渊见义勇为组冤袁香港特别行政
区明年还将授予海洋之盎轮野勇气冶奖章遥

好事做到爱琴海

徐锦文、金龙维登上江苏“好人榜”

图淤安徒生童话乐园游客络绎不绝遥

图于鹤乡菊海美景令游客流连忘返遥

图盂孩童在千鹤湖公园白沙滩嬉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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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中印)10月 8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唐敬主
持召开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袁听取项目进展情况袁部署下
一步推进举措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冈玉讲话袁县委副书记张
鹏程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时袁 唐敬详细询问项目实
施进度及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袁 就加快项目建设提出
指导意见遥唐敬强调袁各层各级要始终树牢项目强县的战略思
维袁坚决摒弃自我满足尧小进即止的错误认识袁继续聚焦项目

持续发力袁一着不让尧紧锣密鼓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袁不断积蓄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遥

唐敬强调袁在招商引资上求突破遥 要精心谋划项目袁认真
研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袁 抓紧编排一批
事关野十四五冶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袁做到精准制导尧靶向发
力遥 要深度挖掘项目袁通过在射企业尧在外能人多方探求项目
信息袁主动招商曰县处级领导要以上率下袁带头出征袁切实发挥
好野头雁效应冶遥 渊下转二版冤

唐敬在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上强调

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吴冈玉讲话 张鹏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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