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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院10月 6日袁全县推进向海图强暨野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冶动员大会召开遥会议强调袁全县各层各级要锚定野向海图强冶总方向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尧奔跑的干事节奏尧实干
的精神作风袁持续擦亮野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冶城市名片袁以野十四五冶首战全胜的优异成绩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遥会上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尧特庸镇尧县农业农村局尧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分
别作交流发言遥 本报将发言材料予以刊登袁敬请关注浴

持续擦亮“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城市名片

今年来袁 我区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尧 县政府决策部
署袁港口物流园首获全市 4A 级尧正式获批省知识产权
示范园区遥 1-9 月份袁全口径开票销售预计完成 155 亿
元袁 规上开票销售完成 93 亿元袁 同比分别增长 39%尧
10.6%袁完成和基本完成目标任务遥 下一步袁我区将克服
风电野退坡冶对招商和企业带来的影响袁提振精气神袁冲
刺四季度袁决战决胜夺全年遥

一尧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袁我们将坚决做到野三
个不冶遥 完成目标任务袁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袁只有坚决
野宣战冶尧正面野迎战冶遥 一是指标落实不减压遥 紧盯规上
开票销售尧一般预算收入尧外资外贸袁小升规等重点指
标袁加大与企对接力度袁推动远景尧长风尧益海尧光明等
重点企业开票曰 帮助道达尔尧LM 办理外资注册袁 确保
11 月底前再到账 4000 万美元曰做好野四上冶企业培育工
作袁力争 11 月份完成全年任务遥 二是项目推进不停顿遥
四季度再签约投资 50 亿元的中科华联锂电隔膜尧投资
10 亿元的稀土新材料等 5 个亿元以上项目袁 筹备第四
届石材产业峰会曰再开工 LM 叶片尧保利泰克尧悦港建
材尧水溶易污水预处理中心等亿元以上项目 4 个曰东方
电机尧采埃孚尧安通纤维尧德思峰等重点项目 10 月份全

面投产遥 三是服务企业不停步遥 认真落实野一企一策冶
野一项目一专班冶制度袁紧紧围绕重点工程尧重大项目建
立问题野搜集尧协商尧交办尧反馈冶机制袁实现服务全覆
盖袁问题不过夜袁切实做到在项目一线抓落实尧一线抓
执行尧一线见成效遥

二尧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袁我们将坚持做到野三
提升冶遥 心有定力方可行稳致远袁奋力夺全年袁既要抓当
前袁更要谋长远遥 一是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遥 以市场为导
向袁加快建设丹麦保利泰克防雷测试中心袁强化与中科
院电工所王一波团队合作袁充分发挥平高储能尧南测检
测等科创研发项目作用袁 推动海上风电储能示范等战
略性项目建设遥 二是提升园区承载能力遥 大投入大发
展袁不投入难发展袁围绕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袁确保投入
3700 万元的南部园区污水管网尧逸明路拓宽工程 12 月
中旬完成遥 实施野腾笼换鸟冶袁引导天富纤维素尧瑞成节
能项目 10 月中旬完成重组遥 三是提升生活服务能力遥
加快推进 3 层后勤楼尧18 层综合商住楼以及 5 层宿舍
楼的新能源邻里中心建设袁确保 10 月底签订合同遥 坚
持党建引领发展袁 党建实践基地 10 月 5 日已进场施
工袁12 月底竣工袁让企业外来职工在取得丰厚经济收入

的同时袁能享受到便利的生活服务袁生成野他乡即故乡冶
的感受遥

三尧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袁我们将坚定做好野三
聚焦冶遥 按照市委曹书记在全市高质量项目观摩会上提
出的野风电产业要向海工装备和运维上发力冶要求袁埋
头苦干尧真抓实干遥 一是聚焦资本扩新城遥 充分利用已
成立的新能源产业基金袁破解空气弹簧等野专新特精冶
项目初期资金不足等难点曰 放大沿海投资和保利泰克
野国企+外企冶合作效应袁吸附欧洲风电行业龙头企业落
户曰加强资本和市场融合袁吸引道达尔尧维斯塔斯等有
实力的企业尧大型金融机构跟进壮大产业链遥 二是聚焦
体系强新城遥 依托快捷便利的物流优势袁招引全球最大
传动设备制造商要要要弗兰德电机等产业链节点项目曰
加快建设射阳港 3.5 万吨风电专用码头袁 引进总投资
207 亿元的天顺海工装备智造产业园袁实现新能源产业
向海工装备拓展延伸遥三是聚焦服务兴新城遥高起点规
划建设 1500 亩中丹风电产业园袁聚焦功能互补尧协同
发展袁 打造全球第一的风电装备产业港和国内最优的
风电产业母港袁吸引投资 50 亿元的华电预安装及运维
中心等项目落户袁以龙头落地推动风电运维全速起步遥

奋力冲刺加速度 向海图强再出发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会议吹响了野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冶的集结
号袁我镇将围绕野有爱射阳尧沐光向海冶生态发展目
标袁争先进位凝聚向心力袁绿色发展扩大辐射力袁高
质量集聚发展动能袁高层次优化产业体系袁高颜值
厚植生态底色袁 全力完成生态廊道建设等重点任
务袁奋力谱写特庸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遥

一尧站位发展全局袁绣绘盐城北郊野靓丽名片冶遥
一是拓宽引领者思维遥 以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袁跳
出射阳看特庸袁放眼盐城看特庸袁把特庸放在盐城
大市区 23 个卫星城镇中去比较袁 以大格局尧 高站
位尧宽视野袁主动与学赶对象郭猛镇比特色尧比增
幅尧比进位袁力争各项指标增速高于大市区周边卫
星镇平均水平遥 继续保持野敢闯敢试尧敢为人先冶的
拼抢精神袁在镇村建设上拼首位度尧在壮大产业上
拼最前沿尧在绿色发展上拼影响力遥 二是体现战略
者眼光遥 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袁合理确定发展方向尧规
模尧特色和布局袁完善提升集镇专项规划和重要节
点设计袁彰显产业内涵特色袁打造蚕桑特色镇村遥 坚
持把生态廊道建设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尧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结合袁将北洋片区与集镇同规划同建设
同发展袁科学规划北洋新型建材产业园尧龙湖湾商
贸区等重要板块遥 三是扛起建设者担当遥 主动承接
大市区产业功能辐射转移袁 聚力打造产业集群袁坚
定不移推动新能源尧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遥 按照市委
市政府规划建设要求袁 在新洋港北侧尧S226 东西两
侧规划建设 2600 亩左右新型建材产业园袁 规划建
设一轴两横两纵的园区道路尧公用码头等基础配套
设施遥

二尧建设绿色长廊袁展现射阳南部野生态风光冶遥
一是强化组织袁精准用力遥 坚持把生态廊道建设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袁镇主要负责同志牵头
协调推进尧会办问题尧解决矛盾袁把心思放在研判群
众诉求上袁 把时间花在协议签订和房屋拆除上袁把
脚印留在农房建设工地上袁实现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全方位推动尧全过程跟进尧全流程把关尧全环节保
障袁全面形成整体推进合力遥 二是突出重点袁靶向发
力遥 坚持目标化管理尧项目化推进尧责任化落实袁挂
图作战尧倒排工期尧考核督查袁在完成林带补植尧河
道整治尧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 3 项工作基础
上袁加快推进农村居民点搬迁和桑园特色产业生态
景观示范片建设 2 项重点工作袁确保年底前全面完
成生态廊道建设 5 项重点任务遥 三是紧扣关键袁用
心竭力遥 在已完成 704 户农房搬迁协议签订和 285
户农房拆除工作基础上袁11 月底全面完成剩余 419
户农房拆除工作遥在完成王村尧北洋尧九里尧金山等 4
个新型农村社区安置房建设工作同时袁完成道路水
电尧雨污管网尧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袁并交
付使用遥

三尧整合提升环境袁夯实特庸现有野绿色基底冶遥一是美化提升颜值袁
创塑野形冶象品位遥 邀请高水平设计单位袁整体提升北洋片区形象袁对街
道建筑风格尧重要节点进行个性化策划袁科学设计村口标识袁提升改造
街道立面袁体现错落有致尧特色精致的小街风貌遥优化交通运输体系袁加
大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配套投入袁打造金兴路绿色通道袁实施金兴路西
延工程袁连接青墩连接线袁使特庸与市区同规划同发展遥 二是强化示范
引领袁创塑野美冶韵典范遥 以生态廊道建设为示范袁加强对民房尧企业尧农
业设施等方面管控袁做好污水处理排放袁做到河水清澈尧河坡整洁尧河岸
植绿曰加快推进龙湖湾房地产等项目开发袁策划农业生态观光游尧农耕
农事体验游尧果桑茶叶采摘游等精品旅游路线袁加快形成具有特庸标识
的野城乡融合冶田园格局遥 三是做大蚕桑文章袁彰显野绿冶色品质遥 注重蚕
桑特色尧文化底蕴尧乡风文明的融合发展袁在完成九里桑园特色产业生
态景观示范片区蚕房改造尧道路新建尧条沟疏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上袁10 月中旬完成蚕桑人家尧景观大道等 12 个节点建设遥 同时在示范
区内推广轨道给桑尧自动上蔟尧自动采茧尧无人机治虫等省力化养蚕技
术和桑园管理新模式袁推动蚕桑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遥

融
入
大
市
区
生
态
格
局

推
动
高
速
圈
绿
色
发
展

特
庸
镇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袁没有
农业现代化袁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遥 我局
将立足县情实际袁从生产体系尧产业体系尧经营
体系三个方面袁突出重点袁系统谋划袁协同发
力袁促进农业提质提效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袁
争做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县尧乡村产业振兴走
在前列的排头兵遥

一尧聚焦链条强袁加快产业体系现代化遥一
是集聚资源袁延伸产业链遥 紧盯农业领域头部
企业尧上市集团袁加快引进上下游一体尧产供销
并进的全产业链项目遥 做强优势产业规模袁围
绕全省首个国家沿海渔港经济示范区建设袁发
展海洋经济袁做向海发展先锋曰加强园区优化
整合袁加快形成粮油精深加工尧乳制品加工尧海
产品加工等多元发展格局袁形成产业集群的规
模效应和溢出效应遥 年内袁再举办农业招商推
介尧参加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 5 次袁争创省级
农产品加工集中区 1 个尧 省农业示范园 1 个袁
市农业示范园 2 个遥 二是促进融合袁贯穿供应
链遥 推进合德镇物流园实质运行袁补齐分拣清
洗尧加工包装尧冷链物流等环节短板曰推进农耕
体验尧观光农业等新型业态袁助力做优鹤乡菊
海尧渔港小镇尧桑乐田园等休闲农业综合体曰加
快省野互联网+冶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
建设袁鼓励尧推广电商平台尧社交平台尧物流快
递尧直播带货等新型农产品销售模式袁年内农
产品网上销售额突破 30 亿元遥三是创塑品牌袁
提升价值链遥 主攻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袁加快
构建以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为引领尧以企业产
品品牌为主体尧以绿色有机农产品为基础的品
牌发展体系遥 深入推进品牌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袁推广射阳大米尧洋马菊花尧特庸湖桑等区域
公共品牌袁加快菊花尧白蒜尧泥螺等产品野二品
一标冶申报认证遥 年内袁新注册农产品商标 80
件袁新增绿色食品尧有机农产品 10 个遥

二尧聚焦装备强袁加快生产体系现代化遥一
是推进设施化袁切实改善田间生产条件遥 实施
高标准农田提升工程袁坚持集中开发尧整村推

进尧区域联动袁着力打造示范片区遥 全面推进本年度 21.2 万亩建
设任务袁争取省真抓实干激励奖项遥 二是推进机械化袁推广实用
高效农机遥加快推进野机器换人冶步伐袁实施农机装备智能化绿色
化提升行动袁坚持农机农艺融合发展袁年内设施农业尧畜牧业尧渔
业尧蚕桑业等特色农业机械化率达 58%袁主要农作物耕种综合机
械化率保持 95%以上袁发展智能农机装备 300 台遥三是推进绿色
化袁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遥 坚持把绿色发展作为根本遵循袁全
力推进全国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县尧 全国粮食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两个国家项目建设袁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质量管控体系遥年
内袁新建绿色农产品基地 3 万亩袁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 70%以
上曰争创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尧创成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
示范区遥 四是推进数字化袁着力打造智慧农业遥 以县农业大数据
中心为依托袁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袁加强与高校尧科
研院所合作袁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尧重点实验室等袁推广应用种养
殖新模式和物联网等新技术袁实现动植物生长环境尧生长状态等
实时监测尧智能控制和生产要素精准尧自动配置遥

三尧聚焦主体强袁加快经营体系现代化遥 一是推动家庭农场
高质量发展遥积极发挥家庭农场协会作用袁联合县内三大省属农
场袁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袁降成本尧提收益遥全面实行家庭农场
名录管理制度袁开展省市县示范家庭农场野三级联创冶袁树立一批
可学习尧易推广尧能复制的家庭农场发展典型样板袁年内示范率
达 30%遥二是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遥持续开展野空壳社冶清理
改造袁增强为农服务能力遥 大力培育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袁带
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袁 每年新发展农机等社会化服务
组织 10 家以上袁实现农业生产产前尧产中尧产后全程社会化服
务遥三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遥鼓励引导大米集团尧春蕾麦芽尧光明
银宝尧怡美食品等龙头企业袁抓技改尧上项目尧拓规模袁打造以农
业龙头企业为引领尧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行业企业集群遥 年内袁大
米集团争创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袁必新米业尧口达食品争创省级
农业龙头企业袁农业星级企业总数不少于去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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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吹响了野冲刺四季度尧奋力夺全年冶的冲锋号袁我
们将按照市县党代会尧 市高质量观摩会的精神和今天会
议的要求袁全力冲刺野四季度冶袁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院

一是立足新定位袁提升交通规划遥 我县所处位置与周
边县区相比不占优势袁野要我做的项目少袁 我要做的项目
多冶袁这就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跑省跑市袁沟通协调遥 当
前袁 我们一定按照市县委对交通工作最新要求袁 提高站
位尧提升层次袁转换思路尧深化研究袁力争把 8 条国省道尧7
大重点工程全部挤进省政府野十四五冶交通规划大盘子袁
同时在全面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专篇的前提下袁 继续
做好县乡道路尧园区道路尧旅游道路用地的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袁为我县今后十年交通发展备足项目尧留足空间遥

二是立足新目标袁推进项目跑办遥 年内力争完成盐射
高速西延尧宁靖盐高速东延尧沿海高速过境等方案研究曰
大力推进射阳港铁路支线尧黄沙港三级航道尧省道 226 西
移尧省道 233 东延尧省道 231 东延等重大项目工可报告编
制曰努力获批射阳港 5 万吨码头及岸线尧省道 232尧省道
348 工可文件曰确保完成四明互通尧兴桥互通至 226 连接
线等项目的前期工作遥

当前袁 要突出抓好 226 省道快速化改造袁226 快速化
改造项目南起盐城青年东路袁 北至合德后羿坛袁 途经特
庸尧盘湾尧兴桥三镇袁全长 38 公里袁其中在亭湖境内 6 公
里尧我县境内 32 公里遥 计划分三段研究院南段是特庸至兴
桥袁长 21.3 公里袁日车流量约 1 万标车曰中段是兴桥至盐
射高速袁长 6 公里袁日车流量约 1.5 万标车遥这两段虽然车
流量不是很大袁但平交口多尧城镇化严重尧事故多发袁是改
造老路还另建新路袁我们和市局正在深度研究袁计划年内
拿出比选方案曰北段是盐射高速至后羿坛袁长 3.7 公里袁该
段是进城段袁路况复杂尧机非混行尧车流量大袁日车流量已
突破 2 万标车袁节假日突破 3 万标车袁经常造成拥堵袁一
旦盐射高速开通袁车流量将更大遥 经专家多次实地勘测袁
一致认为该段拓宽改造条件相对成熟袁不涉基本农田袁拆
迁亦已到位袁现已形成 5 套比选方案供县委县政府决策袁
一旦方案确定袁我局立即调集精兵强将袁搭建专班袁挂图
作战袁节点推进袁10 月份完成项目建议书编制袁11 月份上
报省发改委立项袁12 月份进入用地预审袁年内完成初步设
计和施工图审查袁明年一季度完成用地组卷报批袁二季度
正式开工建设袁计划利用一年时间改造到位遥

三是立足新要求袁重抓工程施工遥 目前袁全县在建交

通工程有盐射高速尧合海线渊射阳河大桥冤尧兴海线尧西坝
大桥等袁即将开工的有射阳港 5 万吨航道尧四明互通尧省
道 329 南绕城等项目遥 根据施工计划和群众期盼袁直达新
坍的兴海线尧四明境内的西坝大桥确保年内建成通车曰海
通境内的合海线 渊射阳河大桥冤 确保明年上半年建成通
车曰 射阳港 5 万吨航道挡沙导堤尧3.5 万吨航道维护疏浚
力争本月开工袁 四明互通尧 省道 329 南绕城确保年内开
工遥

今后一段时期袁 我们将重点抓好盐射高速施工遥 目
前袁在全县各方的支持配合下袁盐射高速已完成总投入量
的 75%袁路基桥涵工程全部完成袁堆载预压路段大部分卸
载袁房建工程正在推进袁路面工程尧变配电工程已招标进
场袁交安尧绿化尧弱电工程将在本月内招标遥 利用深秋的晴
好天气袁强势推进工程施工袁合理调配施工要素袁加强一
线施工组织袁加班加点尧日夜兼程尧抢工赶工袁力争明年六
月底建成通车遥

四是立足新形势袁 确保和谐稳定遥 突出交通工程质
量袁大力培植一线劳模和工匠袁鼓励精益求精尧精雕细琢袁
试行优质优价尧优监优酬曰引进机械加工理念袁以零部件
的精品保整机的精良袁把每项交通工程都视作一部机器袁
推进 QC 管理袁努力把每段路基尧每根墩柱尧每块梁板都
制作成精品和极品袁以保整个工程优良遥 今年袁盐射高速尧
射阳河大桥已连续 5 个季度接受省市抽检袁质量全优袁被
市上报为省级品质工程和野扬子杯冶奖遥 加强安全监管袁引
进 BIM 管理袁推进机械换人技术袁对危大工程实行机械手
作业尧智能化施工袁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袁确保工程
平安遥 推进文明施工袁消除施工扬尘尧抑制施工噪音袁妥善
处理施工矛盾袁认真办理施工中信访投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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