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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1999 年 7 月 18 日袁县城首例国有土地使
用权拍卖会在县国土局落槌袁 县果品批发市场
地段 663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每平方米 1040
元报价成交遥

绎2002 年 7 月 15 日袁参加市委工作会议的
代表观摩射阳药材工业园区尧东南工业园区尧射
阳经济开发区遥

绎2004 年 7 月 18 日袁省级射阳海滨森林公
园通过专家评审遥 森林公园位于县境东南部袁以
射阳林场为核心袁总面积 2000 公顷袁与盐城丹
顶鹤自然保护区相邻遥

绎2005 年 7 月 13-14 日袁我县创建野全国生
态示范区冶通过省级验收遥 10 月 11 日袁通过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验收遥 2006 年 3 月 10 日袁被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遥

绎2015 年 7 月 16 日袁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品
牌研究中心发布价值评估报告袁野射阳大米冶品
牌价值 49.76 亿元袁列全国第 11 位袁是全国排名
最高的大米区域公用品牌遥

绎2016 年 7 月 18 日袁第 381 期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企业集体挂牌活动在北京举
行袁 我县江苏易电通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
野新三板冶正式挂牌渊证券代码院837703冤袁成为我
县首家野新三板冶挂牌企业遥

绎2017 年 7 月 14 日袁南京市粮食局局长徐
震中一行来我县考察粮食品牌尧优质粮油计划尧
产业园区建设等情况遥 盐城市粮食局局长尧党委
书记崔成富陪同遥

绎2019 年 7 月 16 日袁野数字射阳冶工程获得
2019 年中国地理信息优质工程银奖袁 同时获得
中国地理信息二等奖袁 获美丽中国国家版图知
识竞赛国家一等奖遥

绎2020 年 7 月 13 日上午袁我县在南京市华
能江苏大厦会议室举行盐城亨通海缆产业园项
目合作协议签约活动遥

绎2020 年 7 月 17 日下午袁江苏光明银宝乳
业有限公司在我县建设的江苏光明银宝乳业工
厂正式开业遥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7 月 16 日下午袁县委书记吴冈
玉率队查看县第十六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准备工作遥 她强
调袁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袁增强紧迫感尧责任感袁压紧压实工
作职责袁精心准备周密部署袁加强统筹协调推进袁全力以赴做
好准备工作袁确保将大会办出质量尧办出特色遥县委副书记李
宝会参加活动遥

在县党群教育中心袁吴冈玉深入主会场尧讨论点等地仔
细询问入口通道设置尧疫情防控尧会场布置尧氛围营造等相关
工作落实情况遥 随后袁她来到县滨湖会议中心实地查看党代

表食宿点安排布置情况袁并就具体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和要
求遥

吴冈玉指出袁 县第十六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在即袁
这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袁百姓关注度极高遥 各
相关条线要提高政治站位袁统一思想认识袁精准精细尧用心用
情做好各项会务准备工作遥

吴冈玉强调袁要加强统筹安排袁强化协调调度袁确保会议
各个环节分工明确袁各项流程有序推进遥要增强氛围营造袁做
好会场内外布置工作袁在重要区域尧重要媒介上袁格外注重细

节尧精益求精袁切实将相关工作做实尧做好尧做到位遥 要细化责
任落实袁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尧消防安保尧电力通讯尧环境卫生尧
食品安全尧新闻报道等各项后勤保障工作袁提前开展隐患排
查整治袁全面摸排参会人员信息袁落实好应急处置预案袁确保
万无一失遥 要提供优质服务袁以饱满的热情尧细致的措施袁为
党代表们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袁 共同营造良好的会议氛围遥
要严肃会风会纪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袁确保县
第十六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召开遥

县领导尹胤祥尧洪磊尧王正军参加活动遥

吴冈玉在查看党代会准备工作时强调

精心筹备细化举措 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李宝会参加活动

新冠疫苗接种袁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尧是最直接
有效的方法遥 自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袁我县全力发动袁多措
并举袁通过设立常规接种点尧临时接种点尧流动接种点袁全面提
高接种服务效率和覆盖面袁确保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强力推进尧
落实到位遥

上图为市民正在射阳县小学接种疫苗遥
右图为市民观察半小时后签字确认遥

吴贵民 摄

7 月 14 日袁接近中
午时分袁 骄阳似火尧热
浪袭人袁路面温度持续
上升袁这给露天作业的
环卫一线工人带来了
困难遥 而此时袁环卫工
人缪春香正穿梭在幸
福大道上袁常态化关注
着路面的卫生状况 袁
野三伏天扫大街袁 哪有
不流汗的冶袁 此时她身
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
水浸透遥

野最近这段时间气
温太高了袁即便什么都
不做袁走在街上也会大
汗淋漓遥 上岗之前我们
都喝了单位准备的藿
香正气水袁工作时使用
更加方便的路面保洁
车遥 冶缪春香告诉记者袁
为了应对高温高湿天
气袁环卫所启动高温天
气环卫作业应急预案袁
加强对主干道路和重
点地区的机械化清扫
保洁作业袁以减少人工
作业量遥

为了给市民营造
良好的环境袁环卫工人

刘龙每天早晨 5 点左右就到岗工作袁野高温
天气下作业的确很辛苦袁但既然干了这份工
作袁我就要把它干好遥 冶烈日下袁他们不畏高
温挥汗如雨的辛勤劳作袁宁愿一身脏袁换得
万家净袁用行动诠释着野城市美容师冶的光荣
职责遥

除了身穿橙黄色服装的环卫工人袁还有
一群穿着短袖制服和反光背心袁 戴着警帽袁
没有任何防晒装备的交通警察遥他们一站就
是一两个小时袁 一班岗下来都是汗流浃背遥
虽然热浪席卷尧酷暑难耐袁但交警们依然坚
守岗位一线袁在城市的各条道路尧各个路口
站岗执勤疏导交通袁 查纠交通违法行为袁为
道路的安全畅通撑起一片野绿荫冶遥

野虽然天气很热袁但是看到大家都能有
序通行袁及早回家享受清凉袁我们热点不算
什么遥 冶汗珠直流的交警顾警官正挥舞着手
臂指挥交通袁 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坚强有力尧
标准到位遥

为保交通顺畅袁顾警官需要长时间站岗
执勤遥野解放路与振阳路附近车流量大袁每天
都有人在这边进行疏导遥 冶 顾警官笑着说袁
野执勤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太阳下袁 在这样的
高温天气下执勤袁 不到几分钟就汗流浃背
了袁不过工作起来袁也忘记了热遥 冶

野疏导交通袁是我们每一名交警的责任遥
指挥好每一次通行袁 就能让人们少堵一分
钟袁多享一分清凉遥 冶 这或许就是顾警官和
同事们野不怕热冶的理由遥

环卫工人和交通警察是高温下坚守岗
位众多劳动者的一个缩影袁当大多数人待在
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袁他们头顶烈日袁脚踩
野热土冶袁奋战在工作岗位上袁用辛勤的汗水
和无私的奉献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尧为群众的
幸福安宁默默付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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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吴炘恒冤7 月 16 日下
午袁 全县经济形势分
析会在县行政中心二
楼西会议室召开遥 县
委副书记尧 代县长王
宁参加会议遥他强调袁
要聚焦重点尧 强化措
施尧抓好落实袁切实把
下半年各项工作做细
做实做好袁 确保圆满
完成全年任务遥

在 听取相 关镇
区尧 部门的工作汇报
后袁王宁指出袁各镇区
要对照分解的指标任
务袁查漏补缺袁以更大
的力度尧更快的节奏尧
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开
展工作袁不松劲袁不懈
怠曰 各部门要根据当
前最新任务袁 倒排序
时袁 分解落实月度任
务袁以月保季尧以季保
年曰 县各分管领导要
坚持定期梳理尧 定期
研究尧定期督促袁对达
超序时的指标要做到
快中求好尧质态提升袁
对落后指标要对症下
药尧精准施策袁促其尽
快上升遥

王宁强调袁 要推
动项目建设提质增
效遥各镇区尧各部门单
位要紧盯项目招商抓
落地袁 排实排细下半
年招商计划袁 紧紧围
绕主导产业袁谋划好招商活动袁积极组织重点区域招
商推介袁抓紧储备一批层次高尧体量大尧带动力强的
优质项目遥 要紧盯新建项目抓开工袁找准问题症结袁
集中力量突破障碍尧攻克难题袁确保全部开工建设遥
要紧盯在建项目抓达效袁县项目办要对竣工尧投产尧
达效项目进行全面梳理袁分类指导尧分类支持曰各镇
区要对照目标任务抓序时尧抓完成袁下大力气推动现
有建设项目尽快投产达效遥

王宁要求袁做好服务保障优化环境遥 各镇区尧部门
要做好环境保障袁继续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袁更
加突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袁千方百计为企业办实事尧
解难题袁让企业感受到更大变化尧获得更多实惠袁让企
业在射阳发展更有幸福感尧获得感和安全感遥要做好科
技保障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曰深度接轨上海袁推动我县
企业与知名高校尧大院大所开展深度合作袁促成更多的
科技成果在射阳转化袁 招引更多的高层次人才来射阳
就业创业遥 要做好要素保障袁围绕项目建设野全生命周
期冶袁务实保障要素袁积极向上争取土地和资金等方面
的支持袁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袁引导各金融机构
加大资金投放力度遥 渊下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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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县城各处袁 人们便开始感叹这座沿海小城越来越有自
己的独特风情要要要充满童趣的安徒生童话乐园尧 绿意盎然的日
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尧吃喝玩乐一站式欢享的吾悦广场尧星罗棋
布的口袋公园尧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城市阅读空间噎噎这些点
亮城市之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袁 让每一位来到射阳的人们都
不由为她的魅力所倾倒遥

近五年来袁 我县一大批重要城市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
用袁公共设施日趋完善袁城市形象提档升级袁城区面貌更加美丽袁
人居环境显著提升袁一座产业与生态融合的魅力之城尧文化与趣
味结合的野人文之城冶正在崛起遥

开放性尧趣味性尧艺术性打造独特美感
上个周末袁 市民李茜茜再次驱车带上一家人来到位于县城

东侧的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遥 这已是她第五次来到这处自然
气息浓郁的地方遥 野我第一次来时袁就被这里完美的自然风光所
吸引了袁不论是成片的花海还是一座座精致的水中绿岛袁都让我
倍觉舒适遥 冶李茜茜说袁在这里她能卸下工作的疲惫袁沉醉于大自
然带来的新鲜感受遥

而在安徒生童话乐园里袁 孩子们和家长在这里尽享悠闲的
亲子时光袁 众多的游乐项目让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在乐园里不断
回荡遥 野我们安徒生童话乐园是按照 5A 级景区标准打造袁总面积
约 200 亩袁建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袁总投资约 12 亿元遥乐园以安
徒生经典童话故事为主线袁围绕耶卖火柴的小女孩尧拇指姑娘尧皇
帝的新装尧丑小鸭爷四大特色主题袁融入互动性极强的主题游艺
和体验表演袁营造了童趣十足的异国风情袁能够给孩子一个真实
的童话世界袁还成人一个欢乐的童年回忆遥 冶乐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前来游玩袁该园正成为众多县内外
游客的童梦网红打卡地袁在乐园二期全面建成投入运营后袁预计
年接待游客量可达 40 万人次遥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袁千鹤湖公园总是游人如织袁音乐喷泉尧
水幕电影尧白沙滩尧星光步道噎噎一处处人文景观结合野鹤冶文化
主题的生态景观袁让游客们能尽享休闲的乐趣遥 野公园里面不但
能够游玩袁还能够吃到不少美食遥 冶市民赵翔告诉记者袁带上家人
在千鹤湖公园待一天也不觉得腻遥

近五年来袁 我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地方特色
优势袁走出一条全域旅游与城乡统筹尧产业融合尧农旅融合的发

展道路袁旅游业已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最具活力的产业之
一遥 随着我县一批旅游目的地的加快建设袁射阳也正成为越来越
多县内外游客出行游玩的首选遥

野好看冶野便利冶结合袁文化空间留住市民的脚步
拥有野高颜值冶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扎根尧生长袁彰显着城市

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趋势遥 走进县城太阳花书房袁野好看冶是它给人
的第一感受袁当读者真正徜徉其中袁多元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着
这里不仅仅是一家书店袁 更是一个文化荟萃空间尧 思想交流空
间尧人和人相聚的空间遥 野像太阳花书房这样的城市阅读空间袁不
仅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更从各方面体现出我们市民的价
值观尧审美观和生活乐趣遥 冶在阅读爱好者陈明看来袁太阳花书房
凭借着独特的设计之美吸引了市民袁但留下他们的袁除了能让读
者在视觉上感受到美之外袁 还在于书房关注大众的精神需求遥
野在图书选择方面袁我们精挑细选袁及时吸取读者建议袁优选书
籍遥 店里还开辟出咖啡区袁让读者有更加舒适的阅读体验遥 冶太阳
花书房的相关负责人说袁这些专业加贴心的服务袁保证了读者能
获得高品质的精神享受遥

在红旗路的一处口袋公园袁市民陈德宏每天都会带孙子过来
散步遥 野绿色生态是大部分市民对公园最美的期待袁这些小小的
口袋公园在拓展了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袁 也营造出不同的景观
层次遥 这些小公园不仅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袁也让我们散步休闲
有了好去处遥 冶陈德宏表示袁有了这些口袋公园以后袁亲近自然袁
感受生态之美变得更加容易了遥 野近年来袁我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袁把耶口袋公园爷建设列入城市提质工程袁不断刷新
城市耶颜值爷袁成为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袁深受市民拥护遥 冶县城建
集团相关负责人说遥

健康的生活袁是一座城市市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遥 当前袁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袁运动健身也成为更多人的追求遥

渊下转二版冤

多彩空间尽显城市之美
要要要我县野十三五冶城市建设掠影

本报记者 吴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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