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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鹤乡景如画
要 我县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纪实
要要
本报记者

一年好景君须记袁最是橙黄橘绿时遥 时下漫步鹤乡袁处处
皆是一派生机盎然院风景如画的千鹤湖公园尧游人如织的安
徒生童话乐园尧独具特色的渔港小镇尧引领乡村旅游的鹤乡
菊海产业园噎噎一幅全域旅游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遥
近年来袁我县积极创新旅游特色发展思路袁走出了一条
全域旅游与城乡统筹尧产业融合尧农旅融合的发展道路袁多功
能复合型旅游产业野矩阵冶逐步显现袁旅游业已然成为拉动县
域经济快速增长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遥
用心绘制旅游野成长坐标冶
全域旅游是发展旅游产业的新趋势尧新方向遥 我县地处
江苏沿海中心位置袁素有野鹤乡冶美誉袁县域空间广阔袁自然环
境独特袁生态环境优良遥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地
方特色优势袁我县坚持高起点规划尧高标准设计尧高效益运营
的原则袁对全县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尧深度挖掘袁勾绘射阳
旅游新蓝图遥
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袁走好野全域旅游冶这盘
棋钥 日前袁在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动员大会上袁县委尧县
政府把旅游业发展提升到重要的战略层面袁专门出台叶射阳
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曳 和重点任务分解表袁
高标准编制完善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袁对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规
划尧深度挖掘袁全面构建特色鲜明尧配套齐全尧文旅融合的全
域旅游规划体系袁着力打造现代旅游新格局遥
我县在发展旅游产业过程中袁 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袁

王明月

特写
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
暨经贸洽谈会即将开幕遥11 月 17
日上午袁 记者来到千鹤湖公园城
市会客厅袁 只见门口停着两辆货
车袁工作人员正忙碌地搬运桌椅尧
搭建舞台遥
千鹤湖公园城市会客厅是此
次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招商推介会
举办地遥 记者了解到袁 招商推介
会时间定在 11 月 19 日下午遥野我
们主要负责推介会会场舞台的搭
建尧 现场桌椅的布置以及外场和
餐厅的装饰袁 力求为活动 耶增
色爷遥 冶江苏国网户外传媒有限公
司策划经理孙涵杰告诉记者遥
从一楼走到二楼袁 处处都有
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遥 在二楼的
餐厅袁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排
列桌椅袁全部排列好后袁他们会打
扫整片区域并套上桌套和椅套遥
野这个餐厅共有 44 张餐桌袁 到时
候可以容纳数百人同时就餐遥 冶
孙涵杰对记者说袁野我们工作人员
会结合自身职能袁分工协作袁做到

通讯员

通讯员

陈敏军

打造野一镇一品冶袁使黄沙港镇野渔文化冶尧海河镇野农耕文化冶尧
淮海农场野红色文化冶尧特庸镇野桑蚕文化冶等射阳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再次绽放遥 与此同时袁以野海风河韵尧水绿
生态冶为主题袁以野一核两带五片区冶为全域旅游发展布局袁全
面提升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曳袁完善提升叶南部新城万亩森林
公园规划曳袁重点编制叶射阳河风光带规划曳和叶海堤路景观廊
道规划曳袁制定叶关于加快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意见曳袁出台
叶关于加快全县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政策曳袁强化旅游高质
量发展保障袁为全域旅游发展谋定航向袁引导旅游业进入新
一轮大发展遥
精心打造旅游野金字招牌冶
野这里真的就是现实中的童话世界袁外观实在是太可爱
了袁里面的游玩项目也超有意思袁我以后节假日肯定会经常
来的遥 冶美丽的城堡尧勇敢的锡兵尧展翅的白天鹅噎噎来到位
于幸福大道的安徒生童话乐园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带领下跨
进北欧风格的弧形门廊袁就如同打开一扇童话之门袁卖火柴
的小女孩尧拇指姑娘尧穿新装的皇帝尧可爱的丑小鸭袁耳熟能
详的故事主角瞬间将游客带进童话巨匠安徒生的世界袁这些
融合现代科技的游乐设施也成为安徒生童话乐园里的亮点袁
让慕名前来的游人在玩乐中重拾童年时光遥
旅游产业要实现大发展袁 离不开一个个旅游项目的支
撑遥 为全面擦亮射阳生态文化旅游新名片尧丰富旅游新内涵袁
我县把争创旅游品牌作为叫响射阳旅游发展的靓丽名片袁充
分发挥节庆活动旅游综合作用袁提高旅游知名度遥 先后在上
海尧杭州等地召开射阳文旅产业专题招商推介会袁接洽中青
旅尧华侨城尧中铁尧中建尧恒大等一批国企尧央企尧上市公司袁全
面招引重点旅游项目曰利用渔港小镇丰富的海洋资源袁打造
具有渔港特色的文创产品尧特色小吃袁叫响渔港旅游品牌曰先
后举办阳河湾乡村旅游节尧黄沙港渔港小镇开渔节尧十里菊

迎盛会
精“梳妆”
本报记者

葛静漪

大干四季度

香文化艺术节等节庆旅游活动袁拓展客源市场袁丰富文化内
涵袁并同步在央视尧江苏卫视尧腾讯网尧新浪网等媒体全面宣
传袁进一步提高了射阳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曰聘请专业机构
策划设计袁统一标识袁开发旅投商品袁选择射阳大米尧菊花等
10 个地方特色产品袁叫响独具特色的射阳旅游品牌遥
潜心挖掘旅游野新动能冶
从野吃了吗钥 冶到野周末去哪儿玩钥 冶要要
要这一问候语的变
迁袁恰恰说明当下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正逐渐深入
人心袁旅游产业发展前景无比广阔遥 一直以来袁我县坚持把开
发重点旅游项目作为实施大旅游战略的重要抓手袁做足旅游
开发文章遥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遥 我县依托沿海储备林建设袁积极建
设生态观光尧康养旅游等项目袁重点打造沿海 10 万亩森林公
园尧盐射高速 2 万亩景观林尧南部新城万亩森林公园袁不断加
快森林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有机融合袁实现生态效益尧经济效
益双丰收袁不断擦亮林业旅游新名片遥 同时袁为充分彰显湿地
特色袁在国家级珍禽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和大美生态射阳河口
风景区的基础上袁积极建设国家湿地公园袁全力把射阳建成
宜居尧宜业尧宜游的新港城遥
突出发展乡村旅游遥 发展旅游的最终落脚点在实现富民
增收袁我县结合省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袁重点推进千秋
阳河湾旅游区尧海河野四季果香冶等项目建设和提升袁突出农
旅结合袁催生一批各具特色的景观农业尧创意农业袁以农业旅
游开发织就乡村旅游的百花园袁着力打造全域旅游新看点遥
县旅投集团负责人王敦连表示院野全域旅游是带动区域
经济的新引擎尧新动力袁我们将继续以产业为依托袁坚持融合
发展袁突出因地制宜袁深度挖掘射阳旅游资源袁充分发挥耶旅
游+爷作用袁促进产业提质增效袁积极推动全域旅游目标的实
现遥 冶

奋力夺全年

近日袁 记者来到县城德发路
振阳公寓西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
现场袁 几十名工人正在进行地坪
浇筑尧路灯安装等基建工程遥 野这
阵子袁小区一天一个样袁外墙刷好
涂料尧健身场安装了设施袁我们看
在眼里尧喜在心里遥 冶小区居民霍
德荣说遥
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振
阳小区西区袁建有十多栋住宅楼袁
年份也各不相同袁 此次改造的 4
栋楼共涉及住户 220 多户遥 县住
建局物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院野老
旧小区改造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
宗旨袁 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
求袁 对符合条件的老旧小区内道
路尧供电尧绿化尧停车场等基础设

分工不分家袁共同推进卫生尧服务
工作落实到位袁 为远道而来的客
人提供周到全面的服务遥 冶
另一边袁在全民健身中心袁艺
术节开幕式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
在忙着整理会场尧悬挂标语袁全力
将射阳儿女的热情传递给八方来
客遥 野我们正在用激光水平仪对
235 张桌椅进行调试袁 并安排安
保人员对桌椅套进行整烫尧 安装
展示牌袁 确保以焕然一新的形象
向参会嘉宾展示射阳尧 宣传射
阳遥 冶 县全民健身中心综合科负
责人李磊介绍说遥
为全力保障卫生尧 安保服务
全覆盖袁 全民健身中心增派保洁
人员 10 人尧后台保障 8 人尧安保
人员 15 人袁 并实行 24 小时值班
制遥 同时袁与多个部门在消防尧医
疗尧供电尧安保等方面进行合作袁
确保会议顺利举行遥
县城建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院野在此次丹顶鹤文化艺术节
来临之前袁 我们对每个现场都进
行了精心布置袁 包括饮用水的检
查尧绿植的摆放袁对所有设施设备
都做了全面的维护保养袁 预祝此
次艺术节成功举办遥 冶

盛诚
施进行统一改造袁 彻底改变老旧
小区耶脏乱差爷现象遥 冶
走进改造完成的荣安花园袁
几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有的清
理垃圾桶袁有的清除绿化带杂草遥
西侧崭新的宣传栏前袁 居民们三
五成群袁 正在学习宣传栏内张贴
的文明城市创建知识遥 居民王秀
梅告诉记者院野我们居民特别支持
小区改造工作袁 为不影响施工进
度袁 大家都把车停到了小区外面
的车位上遥经过改造袁小区私拉乱
接的电线被清除了袁 停车场划好
了车位袁 原先坑洼不平的道路也
做了硬化袁旧小区换了新面貌袁处
处展现着文明和谐的新风尚遥 冶
野今年我县共有 10 个老旧小
区纳入改造计划袁 截至目前已经
完成 90%的改造任务遥 改造老旧
小区袁既能改善居住环境袁又能提
升城市形象, 让居民感受到文明
城市创建带来的实惠遥冶县住建局
物管办负责人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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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冲刺年销售亿元大关要要
要

苏茵构筑行业“新高地”
本报记者

位于合德镇高新科技创业园内的
江苏赛福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国
内唯一一家具备磁粉和超声探伤设备
制造能力的探伤企业袁拥有有效国家授
权专利 54 项袁7 项新产品被省科技厅
认定为野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冶袁目前国
内市场占有率已达 55%以上遥 截至目
前袁 该公司在手订单已排到明年 3 月
底袁工人们正加班加点忙生产遥
上图为技术人员在研发新产品遥
左图为工作人员在检测产品质量遥
吴贵民 摄

老旧小区换新颜
本报记者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电子信
息产业园三期工程建设如火如荼袁
华群智能装备尧 七彩国虹尧 汇宇朗
景尧 科阳精密电子等企业生产紧张
有序袁 招商小分队进一步加大招商
频度和力度噎噎
进入四季度袁 射阳经济开发区
坚定不移攻项目尧培产业尧强载体尧
优服务袁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袁为
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强劲
支撑遥
该区主攻项目推进袁 围绕电子
信息尧 高端装备尧 航空制造主导产
业袁加快强链补链延链袁年内再签约
卓瑞源背光模组尧智诚 45 纳米芯片
筛选线等 5 个亿元项目袁 力争突破
晋能光伏组件等 10 亿元以上项目遥
加快开工前期手续办理袁 推动科杰
电子尧三微飞艇尧科羿通讯二期尧燕
成钢构尧 智诚芯片筛选线 5 个项目
年内开工遥 落实重大项目野四个一冶
服务机制袁确保迈可仕影音设备尧华
庆保健品尧狮霖新材料尧坤业达新材
料尧阿玛特电气尧威氏机械等 6 个项
目年内竣工投产遥 该区激发现有企
业活力袁精准服务天谷数字尧坤宁成
泰尧华群智能装备尧宇鹏新材料等重
点企业袁 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袁助推企业健康发展遥 协调
资金尧用工等生产要素袁推动七彩国
虹尧汇宇朗景尧科阳电子等新投产项
目释放产能袁年内形成开票销售袁尽
快形成新增长点遥 聚焦实体经济袁将
加强财源税源建设与做优做强产业
相结合袁培植优质税源袁做大做强总
部经济袁强化规上企业培植袁促进税
收收入稳定增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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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致富菜
本报记者

吴炘恒

一株株花菜新苗被细心栽下袁抽水机源源不断地
将河水输送到田地里遥 不远处袁几天前栽下的花菜苗
早已挺直了腰袁茁壮成长遥 11 月 17 日上午袁记者来到
千秋镇滨兴村万企联万村项目现场采访遥 野10 月份袁我
们刚收完西芹袁收入大概在 12000 元/亩袁效益比传统
种植高多了遥 冶村党总支书记李松笑着对记者说遥
据了解袁自野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冶行动开展以
来袁千秋镇积极探索村企合作方式袁引导条件成熟的
村企双方探索新发展模式遥 滨心村的万企联万村项
目袁是同盐城民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及射阳县柱成农
产品合作社合作的蔬菜深加工项目遥
野今年是我们和企业村企联建合作的第一年袁还
处于尝试阶段袁所以在前期只种植了 50 亩蔬菜遥 第一
季种植的蔬菜是西芹袁7 月份种下袁10 月份就收获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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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乐开花
通讯员

宋叶

收获的西芹第一时间就被合作企业运走袁 销路非常
好遥 冶村主任刘长卫介绍道袁西芹的丰收让他们看到了
项目的发展前景袁推进联建项目进一步实施的信心更
足了遥
野很多村民主动到村部来找我们袁希望帮他们流
转土地给村企联建项目遥 冶李松告诉记者袁野村企联建
项目的土地流转费是 1200 元/亩袁 比市场价高了 200
元左右袁所以村民们都希望能流转自家的土地遥 冶
村企联建项目不仅流转了村民的土地袁也为村民
们增加了工作机会袁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遥 野我们
在这里栽花菜已经好些天了袁 工作量也不是很大袁一
天能拿 120 元工资袁这个收入我还是非常满意的遥 冶村
民陶乃芹一边忙着栽种袁一边抬起头笑着对记者说遥
村企联建让滨兴村找到了致富的方向遥 野明年袁我
们计划再流转 300 亩土地给合作企业袁在增加工作机
会的同时袁让更多的村民一起加入到蔬菜种植的行列
中来袁享受村企联建项目带来的红利遥 希望农技部门
给予技术支持袁政府主管部门给予资金尧政策上的帮
助袁让我们的村企联建项目越来越红火遥 冶李松满怀希
望地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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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外袁 一块
块打包好并注明颜
色尧大小尧发送地的
吸音板整齐排列袁
几辆叉车来回穿梭
着将它们运送到卡车上曰车间里袁一片片五颜六色的环
保隔音板从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下线袁 工人们就赶紧整
理打包噎噎11 月 16 日上午袁 记者走进位于盘湾镇的
盐城苏茵建材有限公司采访袁 看到一幅热火朝天的生
产景象遥 野今年以来袁我们订单不断袁产品下线后就立刻
发给客户袁工人们都在加班加点赶订单遥 冶公司总经理
董海艳告诉记者遥
该公司专业生产聚酯纤维吸音板尧环保吸音棉尧防
火吸音板尧 隔音装饰材料等袁 致力于打造生态板材品
牌袁倡导绿色环保理念遥 野我们公司是江苏省无纺协会
推荐企业袁 产品环保等级符合并超越国家标准
GB18582-2010袁 生产的苏茵聚酯纤维吸音板 2008 年
进入奥运会场工程袁2010 年进入世博会会场工程遥 冶董
海艳骄傲地向记者介绍道遥
凭着优质的环保产品尧 健全的销售网络和完善的
销售服务袁该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遥 野目前袁我
们共有 4 条聚酯纤维吸音板生产线和 1 条隔音毡生产
线袁生产原料全部从韩国汇维仕尧东方进口袁成品隔音
板生产时经过烘箱杀菌袁环保等级更高袁所以也更受客
户青睐袁订单不断遥 冶董海艳告诉记者袁野我们现有产能
已经接近饱和状态袁 计划下个月增加一条聚酯纤维吸
音板和隔音毡生产线袁加紧二期厂房和研发楼建设袁以
满足不断增加的订单需求遥 冶
产品决定市场袁 市场决定企业未来遥 野截至 10 月
底袁我们今年销售额已经达到 5000 多万元袁正向着全
年销售破亿元的目标冲刺遥 我相信袁只要始终把产品质
量放在第一位袁达成目标的那一天就一定不远了遥 冶董
海艳信心满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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