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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质态更加优化

全年共邀请客商考察 144 批次袁外出招商 128 批次袁拜访企业 507 家袁筛选有
价值项目信息 56 条曰组织参加射阳青岛尧深圳尧上海和韩国等地招商推介会袁成功
举办上海尧西安尧成都等招商活动 7 场次袁新洽谈博格医用膜材料尧福合体育用品
等亿元以上项目 26 个曰新签约磊建风力电机尧林峰通讯材料尧宏瑞水刺设备等亿
元以上项目 22 个曰新开工博昂电力机械尧达宇金属尧钜宝高端装备等项目 20 个袁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8 个曰新竣工泛海统联尧芯飞电子尧盛国电力尧永福机械等项目
18 个袁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5 个遥 组织召开 2 次银政企对接活动袁帮助 86 家企业落
实贷款 1.6 亿元曰 完成无损检测产业园 8 幢 2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袁 新上 5 层
4000 平方米的孵化器项目袁获评国家火炬盐城射阳无损探伤设备特色产业基地和
江苏省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示范园区遥 实施金港纱线尧 明科医疗等技改扩能项目 8
个袁完成技改投入 8000 万元袁盘活闲置厂房 10 幢 2 万平方米袁新增小升规企业 6
家袁培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袁盐城海普润膜材料公司上市工作正有序推进遥

农民增收步伐不断加快

现代农业数字中心尧智能温室展示中心尧马铃薯组培中心和电商网络销售中
心投入运行袁2 万吨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基本竣工袁 宝德科技年产 1600 万粒种
薯袁可满足 60 万亩商品薯用种需求袁孙桥溢佳公司投资 1 亿元占地 300 亩的精品
设施水果基地项目快速建设遥 友爱生态园民宿改造项目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袁盐城
玖晖食品科技投资 2000 多万元打造农副产品深加工链遥 全年新增高效农业面积
20900 亩袁新增设施农业稻渔复合种养 3900 亩袁以耦耕片优质大蒜尧大兴片优质稻
米为特色的产业布局不断优化遥 完成边港村高标准农田项目袁实施耦耕堂村圩堤
达标加固工程遥 深入推进野万企联万村冶行动袁25 个村居实施联建项目 14 个遥 全年
实施农村产权交易项目 260 个袁成交额达 3200 万元袁溢价率 2.9%曰新曙村土地流
转项目在上海外滩大会现场完成线上签约袁创下三个野全国之首冶袁全镇土地流转
面积达 6.25 万亩遥

民生保障水平日益改善

征用流转土地 2120 亩袁完成房屋搬迁签约 356 户袁高质量快速度完成机场路
整治尧星禾湾南侧棚改尧工业园区尧农业园区等地块搬迁任务遥 持续改善城镇居民
生活环境袁实施化肥厂老旧小区尧教师楼尧侨谊家属区尧荣安花园小区等 65 栋楼的
改造工程袁惠及居民 2352 户曰启动 30 条后街背巷道路维修工程袁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曰清理化粪池窨井 289 个袁清理地下管网 1370 米袁新建窨井 62 座曰完成战备河截
污生态修复工程袁清理船只 21 条袁拆除违建 13 户曰推进县城 13 条黑臭水体整治工
程袁完成 348 户房屋和 585 户地面附着物的清障工作遥 推进农民群众住房改善袁拆
除农村危旧房屋 1165 户袁运棉尧淮海尧新曙等新型农村社区基本建成遥 深入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袁 新建农村公厕 2 座尧 乡村旅游厕所 1 座袁 垃圾清理达标率达
100%遥 完成大兴尧合顺等村居 10 宗征地 134 名农民和盐射高速沿线村居 499 名农
民社会保障遥

人民幸福指数稳步提

连续三年保持无京访省访登记记录曰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袁在 254 个综合网
格尧157 个专属网格基础上袁 实行社区网格员专职化制度袁14 个社区 111 名专职网
格员全部培训上岗遥 毒品原植物继续保持野零种植冶野零发现冶袁社区戒毒康复中心
和反邪教关爱工作站投入使用遥 全年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3287 条袁整改 3115 条袁市
委危化品安全生产专项巡察反馈的六大项 18 条问题全部整改到位袁 关停涂料生

产企业 3 家袁清理违法违规野小化工冶2 家袁打造 24 家安全生产示范企业袁配合
整改太阳城工区河违建尧富民农贸市场消防隐患袁双龙社区成功创建全国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遥

迈步新征程
砥砺再出发

深化野载体建设突破年冶活动
让野智创重镇冶活力显现

突出重大项目和外资项目招引袁 确保全年签约 50 亿元以上项目 1 个尧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尧5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尧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遥 服务推进皓瑞
水刺设备尧福合体育用品尧博格医用膜材料尧高端装备产业园和智能检测科创
园等项目建设袁 努力为市项目观摩提供优质现场遥 依托高新投集团投融资平
台袁年均增加固定资产投入 4 亿元袁组织实施污水管网尧智创广场尧检测中心尧
视觉系统尧电力产业园等工程袁与上海新金环集团合作建设智创广场标志性工
程遥 新建孵化器基地 5000 平方米袁入孵项目 30 家袁设立野种子资金冶3000 万
元遥 调整高新园土地规划袁新增加工业用地 2000 亩左右遥 推动 30 家企业实施
技改扩能袁完成设备投入 1 亿元袁新增规上企业 10 家尧国家高新 10 家尧野四星冶
级企业 1 家尧野三星冶级企业 2 家尧主板上市企业 1 家遥

深化野项目建设跨越年冶活动
让野农业强镇冶特色鲜明

现代农业产业园深入推进野两园同创冶袁推动数字中心尧智能中心尧组培中
心和电商直播中心常态高效运行袁努力打造集展示尧培训尧检测尧大数据尧产学
研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遥加快精品设施水果二期工程建设袁招引兆庆水
果深加工项目落户袁推动农产品冷链物流投产运行袁实施农创 CBD 项目和马
铃薯深加工项目袁新建科创大楼尧贸易会展中心尧农业创意主题酒店等为农服
务商业载体袁建成马铃薯全产业链加工生产线袁让马铃薯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
收的野压舱石冶遥

深化野城乡建设提升年冶活动
让野生态美镇冶名片靓丽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袁扎实推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袁
努力打造韧性城市遥 主动服务城市建设袁加大征地搬迁和棚改力度袁实施 S329
南环段道路征地搬迁工程袁打造盐射高速合德出口景观带和沿线风景观光带袁
推进商业新村尧永胜小区等老旧小区改造袁配合完成县城黑臭水体整治遥 规划
建设占地面积 700 亩袁集汽车销售尧物流服务尧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
物流集散区遥

深化野社会治理创新年冶活动
让野治理名镇冶品牌闪亮

充分发挥野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冶机制效能袁瞄准城乡结合部尧人口集
聚地尧老旧小区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袁补齐短板袁筑牢防线袁全面提升 254 名
专职网格员整体素质曰 规范法学会基层工作站建设袁 培育发展一批法学会骨
干袁提升基层明察秋毫洞察能力曰有效整合平安法律志愿者尧网格员尧基层民兵
等社会资源袁提升基层应对处突能力袁确保全镇大局稳定遥

合德镇党委书记周正林、镇长李东率全镇干群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市委书记戴源渊右三冤观摩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袁县委书记唐敬渊右二冤尧县
长吴冈玉渊右四冤陪同遥

省法学会党组副书记尧副会长范沁芳渊右
三冤袁市法学会会长丁宇渊右二冤等一行调研观
摩射阳县法学会合德镇联络组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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