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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责主业
努力在全域旅游发展上争做样板

坚持野文旅融合尧景城一体尧全域旅游冶总体思路袁按照
野五一尧七一尧十一冶时间节点袁尽快建成一批景区袁对游客和
市民开放袁确保今年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尧黄沙港渔港小
镇尧海河野四季果香冶尧千秋阳河湾尧体育森林公园尧苗木交易
中心 6 个项目建成投运遥同步大力实施沿线景点开发尧道路

改造尧旅游驿站尧旅游厕所等配套工程袁新建日月
岛温泉度假酒店等一批高星级标准旅游酒店袁打
造长三角重要的生态康养目的地遥

坚持林旅产业并举袁 在大力发展林带
经济的同时拓展多样化的林下套种经济遥

旅游公路 1号线道路改造提升
全面竣工袁 旅游标牌标识同步配套到
位袁建成了功能齐全尧设施先进的湿地
驿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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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野乐跑射阳袁奋进 2021冶首届迎新
年长跑活动 1月 1日在日月岛举行袁县委
书记唐敬鸣枪发令开跑袁县长吴冈玉主持
活动并领跑遥

绎2021 年工作总体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和

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部署要求袁坚持党建引领袁聚焦旅游尧
林业两大主导产业袁 强推重点项目开发袁 突破景区景点运
营袁强化企业经营管理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融入新发展格局袁
全面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遥

绎2021 年主要目标
围绕野三争一创冶总体目标袁主要经济指标争前列袁确保

固定资产达 60 亿元袁经营收入 5 亿元袁利润 8000 万元袁税
收 5000 万元袁项目投资 20 亿元袁所有者权益 50 亿元袁企业
获评信用等级 2A 级遥 景区景点建设争投运袁确保日月岛康
养旅游度假区尧黄沙港渔港小镇尧海河野四季果香冶尧千秋阳
河湾尧体育森林公园尧苗木交易中心 6 个项目建成投运遥 招
商引资工作争第一袁成功招引亿元文旅项目 3 个以上遥日月
岛康养旅游度假区力争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遥

即将开工建设的苏东渊射阳冤苗木花卉交易市场
规划建设的体育森林公园 建成后的海河野四季果香冶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

银海河野四季果香冶现代农
业科技产业园经纬果蔬博览
园尧 四季鲜食果林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遥

已建成的渔港会客厅

▼正在建设中的渔港风情广场

千秋阳河湾渔火巷民宿

聚焦项目强企创特色
逐梦全域旅游谱新篇

射阳旅投集团全体员工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日月岛精品紫薇园

日月岛童话水乡

突出转型升级
努力在林业产业发展上争当示范

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尧高效益经营的理念袁在培育示范
林和精品苗上求突破袁力求今年完成示范林 5000 亩袁培育
精品苗 50 万株遥在林业产业经营管理上求突破袁举办射阳窑
沿海储备林秋季苗木交易会袁以规模化苗圃尧精品化苗木和
特色化育苗袁强势占领苗木市场袁提高林业市场化水平遥 创
新林农复合模式袁大力推行林下灌木尧菊花尧豆类尧彩椒等经
济作物套种袁迅速形成林下优质菊花尧特色黑豆和无公害蔬
菜等产业基地袁切实提高林下经济的综合效益遥

突出品牌创新
努力在特色旅游发展格局上抬高站位

今年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争创省级旅游度假区袁海
河野四季果香冶争创省 4 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袁体育森林公
园创建国家 3A 级景区遥 充分发挥节庆活动旅游综合作用袁
提高旅游知名度袁拓展客源市场袁举办好黄沙港渔港小镇开
渔节尧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樱花节尧国际马拉松比赛尧赛
龙舟等活动遥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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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突出资产培强
努力在提升综合实力上争先进位

坚持生态产业化尧产业生态化袁推进野绿色颜值冶与野金
色产值冶共生共赢遥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袁聚焦政策引导袁与有
实力尧有意愿尧有作为的企业强强联合袁最大限度地激发企
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遥 着力打造互联网+智慧旅游新
模式袁加强野线上冶尧野线下冶的互动协作袁形成客源共享尧资源
共享袁创造双赢共赢的新常态遥 推动农业品牌化袁培育更多
地理标志尧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袁加大海河野四季果香冶开
发力度袁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遥

突出党建引领
努力在国企发展改革上争创一流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 努力推动国企党建向基
层延伸袁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遥 细排廉政风险袁常
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袁强化对资金密集尧资源富集尧资产
聚集等重点部门的督查袁突出对选人用人尧工程招投标尧物
资采购尧 大额资金使用等重点环节的监督袁 并经党组织会
议尧董事会和野三重一大冶会议研究后执行遥创新国企宣传思
想工作路径袁致力塑造企业文化袁切实增强企业发展活力遥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袁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遥2021
年袁 我们旅投集团将全面贯彻县党代会尧 人代会的决策部
署袁坚持以打造野三争一创冶为目标定位袁突破重点项目袁加
快转型升级袁立足新起点尧融入新格局尧逐梦新征程袁为奋力
书写野争当表率尧争做示范尧走在前列冶新时代射阳答卷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浴

2020 年袁县旅投集团坚持国企党建统揽袁聚焦文
旅和林业两大主导产业袁狠抓项目建设袁强化企业管
理袁壮大资产规模袁有力有序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遥
2020 年资产规模达 52 亿元袁实现经营收入 3.1 亿元袁
利润 6000 万元袁税收 3500 万元袁项目投资 15 亿元遥

聚焦文旅融合，放大鹤乡旅游效应

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及日月畅想中
心主体工程全面竣工袁 室内外装修完成 80%袁11 公里
环湖廊道全面建成袁8 米主干道项目道路尧桥梁全部竣
工袁沿途 6 个节点景观正在加快建设袁圆满完成了野乐
跑射阳袁奋进 2021冶首届迎新年长跑活动袁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赞誉遥 同时袁旅游公路约 80 公里道路改造提升
全面竣工曰朝阳街主题智慧街区口袋公园建成并对外
开放曰G228 服务区 2 月底主体工程全面封顶袁持续放
大野水绿生态尧鹤乡射阳冶旅游形象品牌效应遥

聚焦农旅融合，打造乡村振兴典范

持续推进黄沙港渔港小镇建设袁在迎接全市渔港
渔业发展观摩活动中袁旅投集团大力开展野项目百日
会战冶活动袁在会战渔港会客厅项目建设中袁原本需要
5 个月才能完成的工程量袁 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50 天就完成袁让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袁受到市县领导野点
赞冶袁截至目前袁已接待社会各界游客近 1500 人次曰同
步渔港风情广场共计 10 万平方米的作业面全部拉
开曰 旅游集散中心入口渔船景观雕塑已建成对外开
放袁成为射阳新的野网红冶打卡点曰黄海渔村东海尧海星
等 3 个居委会和海鲜馆外墙立面改造全面竣工遥 海河
野四季果香冶15 万平方米智能大棚全面封顶遥千秋阳河
湾旅游区多彩玫瑰园一期工程春节前全部竣工袁全力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遥

聚焦林旅融合，致力创塑天然氧吧

今年以来袁受疫情影响袁我们旅投集团不等不靠袁
自我加压袁主动对接袁创新苗木供应方式袁有效缓解了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袁完成新造林 2 万亩袁改培林 2.1
万亩袁栽植苗木 270 万株袁新造成片林总量继续
位列省市第一遥 2020 年 5 月 22 日袁省林
业局领导来射阳考察时袁对我县造林绿
化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遥 苗木交易中心完
成了项目土地流转 1000 亩袁 已建精品
苗木示范园 500 亩遥 体育森林公园 11
人制尧7 人制尧5 人制足球场全面竣工遥
环市区生态廊道超额完成了全年景观
林提升任务遥

聚焦品牌创塑，提升旅游产业品质

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获评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建设单位袁游客中心建筑业态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评
为 2020 年中国空间陈设艺术设计奖尧 作品类专业组金
奖遥 同时袁日月岛被列入国家优选项目和省重点旅游项
目袁不断擦亮野游在射阳冶野康养在射阳冶的金字招牌遥 渔
港小镇全产业链特色小镇初具规模袁野泊心窑黄沙港冶成
为黄海湿地旅游新地标遥沿海储备林连续四年荣获盐城
市百万亩生态防护林综合考核第一名袁与南京林业大学
合作成立射阳沿海林业研究中心袁丹鹤绿化公司顺利获
批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袁为盐碱地植树造
林提供了坚强的科技支撑遥

聚焦党建引领，推进国企质效提升

在集团部门和子公司先后成立了 4 个党支部袁创新
了国企党建野五个融合冶新模式院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相
融合袁党的工作和经营工作相融合袁组织建设和队伍建
设相融合袁思想教育和文化塑造相融合袁强基固本与深
化服务相融合遥 坚持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抓手袁建立
健全了叶董事会议事规则曳叶三重一大制度曳叶财务管理制
度曳等 27 项内控制度遥 同时袁今年集团总工会被市总工
会评为野模范职工之家冶袁1 人被县表彰为野十大杰出青
年冶袁1 人被县表彰为野优秀五四青年冶袁1 人被评为野最美
射阳人冶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