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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宣传射阳发布 鹤乡射阳 粤孕孕

为 民 办 实 事

图淤为暮色下的渔港小镇遥
图于为居民打卡锦龙堂艺术沙龙遥
图盂为野鱼眼看世界冶一角遥

吴贵民 摄

夕阳斜照袁水天一色袁沙鸥点点遥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袁举目
望去袁90 台巨大的单机 4.5 兆瓦远景风机白色叶片迎着海风
徐徐转动袁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袁这里是龙源射阳 40 万千
瓦海上风电项目现场遥 今年四月袁项目成功实现全容量投产袁
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从这里送往千家万户袁 这是我县坚定不
移绿色发展袁打造零碳环境友好城市结出的硕果遥

2020 年 9 月 22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向全世界宣布袁野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袁 采取更
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袁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袁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冶遥 当碳达峰尧碳中和成为
我们共同的目标袁如何助力城市实现野零碳理想冶钥 近年来袁我
县积极探索袁及早布局袁起跑尧加速尧冲刺袁在零碳发展新赛道
上全面发力噎噎

下好能源结构调整先手棋
野零碳冶之路袁如何发力钥 我县重点结合自身禀赋条件袁坚

持港口尧港产尧港城野三港冶联动发展袁建设海上风电产业名城
和风电装备产业母港袁助推全国能源结构绿色化转型遥

野我县拥有海域面积 5100 平方公里袁沿海及近海 70 米高
度风速超过 7 米/秒袁 近远海有超千万千瓦级可开发资源袁是

国内海上风能潜力最大尧风场质量最好的县份之一遥 冶射阳港
经济开发区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宁
介绍道袁野近年来袁我县高起点规划新能源产业袁高站位集聚全
球资源袁全力打造风电全产业链遥 冶

国内仿真系统中最先进的半实物仿真平台尧 世界第一个
正负 30 千伏兆瓦级直流变换器装备尧世界第一个全直流发电
技术示范工程噎噎这是射阳港风电产业研究院的骄人成绩遥
成立于 2021 年 4 月的射阳港风电产业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
电工研究所牵头袁依托国家风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尧西门
子数字化工业软件尧道达尔能源等 6 家行业龙头支撑袁围绕大
兆瓦级风机尧漂浮式装备尧海上牧场野三个方向冶袁致力打造风
电产业先进的技术研发平台尧高端的人才培养平台遥

研究院给风电产业装上野最强大脑冶袁野四方宾客冶接踵而
来遥 近年来袁我县瞄准目标袁突出风电产业政策袁擦亮射阳港风
电产业研究院这一野硬核招牌冶袁着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关联
企业遥 已集聚开发尧装备尧运维尧研发企业 31 家袁以国内最大的
风电主机制造商远景能源为龙头袁相继落户中车时代尧长风海
工尧大连重工等风电装备制造头部企业 22 家袁华能尧龙源尧国
华等国字头开发企业 6 家袁西门子研究院尧保利泰克叶片检测
中心等研发平台 2 家遥 野风电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主体能
源袁是支持电力系统率先脱碳袁进而推动能源系统和全社会实
现碳中和的主力军遥 冶李克宁说袁未来的射阳袁将持续以风电产
业发展为抓手袁加速推动绿色电力消费进程袁持续为能源体系
零碳未来贡献力量遥

野开源冶还需野节流冶遥 能源转型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袁除了在

输入端利用清洁能源取代煤炭袁 能源消费方式的转型也是关
键遥 近年来袁我县积极响应国家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号召袁探
索智慧工业的发展新模式袁奋力开创高质量低碳发展新局面遥
总部驻在合德镇创业园的海普润公司袁 是中科院研究员刘必
前领衔坐镇的膜丝尧膜组件尧膜组器高新企业也是市政府认定
的野潜在独角兽企业冶遥 盘湾镇与盐城工学院合作袁新上秸秆生
态型无甲醛板材袁且可与各种装饰材料兼容袁已通过国家标委
会审定发布遥 海通镇金拓公司新上的全封闭智能化商砼生产
线袁为面上商砼企业树立了标杆噎噎企业价值不断向好袁绿色
制造供给加强袁能源消耗持续下降袁一幅产业兴旺袁能源绿色
的低碳发展蓝图徐徐展开遥

打好生态系统固碳升级牌
打造零碳之城袁除了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外袁还有一个重

要途径是增加碳汇遥 植物是重要的经济资产和环境资产袁作为
林业产品可以产生经济价值袁作为生物可以固定二氧化碳袁在
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袁植物碳汇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遥

鹤乡秋意浓袁沃野蕴生机遥 深秋时节袁在射阳广阔无垠的
黄海滩涂上一丛丛红色的盐蒿间成群结队的鸟儿在这里休
憩袁准备迎接下一段旅程曰不远处的金海林场里袁随处可见挺
拔的水杉林尧秀美的广玉兰尧桀骜的榉树林袁郁郁葱葱袁漫无边
际曰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里袁连排成片的绿化树木让人心旷
神怡袁流连其中噎噎

盐沼湿地作为三大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袁 一直是我国海
洋碳汇的重要提供者遥 渊下转二版冤

野零碳行动冶潮涌鹤乡
本报记者 吴炘恒 杨兰玲 本报讯 渊记者 彭岭

通讯员 王克成冤进入四季
度以来袁县交通运输局统一
思想袁聚精会神袁进一步细
化任务袁 集中精力和人力袁
一天当作两天用尧两步并作
一步走袁紧扣野我为群众办
实事冶要求袁立足新起点袁重
抓工程施工袁 狠抓项目推
进袁全力掀起大干四季度热
潮袁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项
交通重点工程任务遥

该局倒排重点交通工
程工期袁组织力量攻坚遥 按
照工程总体进度计划袁深入
开展施工劳动竞赛活动袁采
取时间倒排尧 任务倒逼尧挂
图作战的方式袁将时间分解
到天袁任务分工到段袁责任
明确到人袁督促各参建单位
加大机械设备和人员的投
入袁加强工序间的衔接遥 全
面加快盐射高速公路工程
施工向前推进遥今年计划完
成投资 4.6 亿元袁截至目前
已经完成投资近 4 亿元遥 桥
涵下部结构完成 100%尧上
部结构完成 100%袁 完成路
基 100%袁路基尧桥涵全线贯
通袁创下全省在建高速公路
推进进度最快的纪录遥省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局质量分
局连续三季度随机抽检袁综
合质量都达标省优标准袁被
推荐为品质工程和平安工
地遥合海线工程项目新建一
级公路 3.2 公里袁含射阳河
大桥 1 座袁今年计划完成投
资 8000 万元袁 目前累计完
成投资 7380 万元遥 西坝大
桥工程项目桥梁设计荷载
等级为公路 I 级袁 跨径为
16伊25m袁桥面宽度 12m袁桥
梁长度为 407m遥桥连接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袁设
计速度院60km/h袁 路线全长 1.879km 渊含桥梁长
度冤袁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2203 万元袁目前累计完
成投资 2080 万元袁目前钻孔灌注桩全部完成袁桥
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预制箱梁预制及安装全部
完成袁湿接缝袁湿接头完成 100%袁桥面铺装完成
45%袁道路路基中部填料施工 100%,道路路基完
成 100%袁 道路底基层完成 90%袁 箱管涵完成
95%遥 兴海线工程项目续建兴海线东段袁按二级
公路标准袁全长 8.689km袁含沈海高速上垮桥一
座袁下穿盐射高速 U 型槽 600 米遥 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 9300 万元袁 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8300 万元遥
目前完成 U 型槽 82%袁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袁
中小桥上部结构板梁预制及安装全部完成袁桥面
铺装全部完成袁 大桥箱梁预制及安装全部完成袁
桥面系施工完成 60%袁箱涵尧管涵全部完成袁道路
路基全部完成袁路面底基层完成 6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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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董素印)11 月 15 日从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袁我县政务服务标准化创建成果以
总分 92 分的绝对优势,一次性通过省级验收遥

今年我县被列为全省创建政务服务标准化试
点县遥 作为政务服务标准化创建主体,县行政审批
局按照省市两级同创尧标准整合融合尧工作同步推
进尧延伸镇村两级的工作思路袁全面推进标准化创
建工作遥 首先制定形成了通用基础尧 服务提供尧管
理尧岗位工作四个分体系袁并分体系整合形成 807
项标准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袁 其中通用基础标准
49 项袁服务提供标准 569 项袁管理标准 152 项袁岗
位工作标准 37 项袁 整理形成标准体系明细表和相
关法律依据明细表袁发布给相关窗口全面实施遥 并
选择县行政服务大厅和两个镇村为先行先试单位袁
将全市政务服务标准化创建审批服务标准化尧服务
平台标准化尧现场管理标准化尧考核评价标准化四
大方面 106 项标准在我县镇村顶格实现尧 拓展运
用遥 在中期评估中袁我县多次邀请市局标准化处专
家给予现场指导袁有针对性地提出标准化创建工作
的整改要求曰县创建工作小组瞄准省级政务服务标
准化验收目标袁对涉及 11 个部门尧窗口 140 个事项
的存在标准问题进行持续改进,限期达标遥

政务服务标准化创建推动了服务标准化尧平台
标准化尧管理标准化尧评价标准化全面升级袁政务服
务运行质量明显提高遥 目前,企业从立项到竣工备
案等全部审批手续, 由过去跑 5 个部门 10 多个窗
口到现在只需要跑 1 个综合窗口即可全部办理袁审
批材料由原来的 340 份精简到 96 份袁 全流程审批
时间由过去的 3 个多月压缩到现在的 20 个工作
日曰企业开办全流程半个工作日办结曰人社通让村
民不出村即可办理曰近百项秒批秒办事项正陆续上
线遥 企业群众依规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群众满意
度持续上升遥

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局共接待国家尧省尧市各
级领导视察指导 30 批次 400 余人袁接待湖北省尧河
南省尧内蒙古乌达区尧山西省尧青海省等省内外同行
100 多批次 1300 余人前来考察交流袁 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服务品牌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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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人行道铺上大理石板袁安装防护栏袁群众出行便
利安全曰开展野清洁河道冶行动袁整治河道环境袁河畅水清景
色美曰集镇路灯前期维修已结束袁六垛至六垛闸路灯已完
成施工前各项工作噎噎

年初以来袁临海镇把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冶贯穿全镇
民生重点工作始终袁聚焦道路升级尧增设停车位尧雨污水管
道建设尧农村公厕建设等群众关心的难点尧热点问题袁主动
担当尧积极作为袁切实解决群众的操心事尧烦心事尧揪心事袁
以为民服务的实绩检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袁全面提升群
众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污水管网惠民生
野感谢镇党委政府袁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袁把我们集

镇的雨污水管网进行了改造袁如今遇到下雨再也不怕家里
水排不出去了遥 冶家住临海镇兴盛街的王爹爹高兴地说遥

该镇的雨污管网排水系统改造工程袁 跨经该镇兴盛
街尧中心街尧沿河街尧幸福路袁全长达 6000 米遥 多年来这几
条街的排污排水设施由于年久失修袁遇到汛期袁不少居民
家的污雨水难以排出袁居民苦不堪言遥

为解决这一难题袁该镇党委尧政府多次研究袁为改变集

镇的排污尧排水系统而努力遥经过多方协调袁得到了县农水
集团的大力支持袁启动了实施兴盛街尧中心街尧沿河街尧幸
福路 6000 米雨污管网排水系统改造工程袁 彻底消除集镇
防汛排污问题袁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好评遥

设施提升暖民心
野现在家门口的道路由原先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变成了

平整的柏油路袁儿子的汽车也不怕没地方停了袁路灯都也
亮起来了袁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袁晚上还能去旁边的广场上
跳个舞! 冶家住该镇沿河街的黄大妈如是说遥

民之所望袁心之所想遥 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是老百姓
最强烈的期盼袁该镇每个部门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认领
民生问题袁 将触角延伸到群众日常可观可感的 野细枝末
节冶袁持续关注群众关心的野急难愁盼冶问题遥

该镇党委尧政府着力实施集镇形象提升野五大工程冶袁
上海申都规划设计院已完成规划设计袁一期工程已上网招
标遥 镇区一级消防站建设袁主体已封顶遥 盘活锦绣嘉苑房
产袁完成外墙出新及绿化尧下水道的改造工程袁即将开盘销
售遥集镇新农贸市场袁已完成图纸设计遥实施农村公厕建设
项目袁新建 9 座公厕已进入财政审批程序袁不断改善集镇

形象和内涵遥 实施步行街尧桥南南街尧桥南街尧桥北街 190
盏路灯修缮尧雨水管道疏通工程袁保障群众的生活环境遥该
镇通过把民生实事项目建在群众心坎上袁让老百姓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幸福遥

清理河道解民忧
野你看袁今年的河道多整洁啊浴河坡两旁干干净净袁没

有杂草曰河水清澈见底袁还看见鱼虾在水底游动遥冶野是啊袁
今年的河道治理比往年力度大袁成效也明显遥 冶在临海镇
盐店村河边道路上散步的村民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遥

为进一步提升河道环境袁 临海镇结合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袁大力开展河道治理行动袁切实回应百姓诉求遥 临海
镇以村渊社区冤为单位袁开展多形式尧多角度宣传引导袁积
极动员村干部尧公益性队伍尧村民参与到河道整治的行动
中来袁切实增强群众护河意识袁努力营造良好的河道环境
保护氛围遥

该镇组织村民成立志愿者队伍袁 轮流对水面漂浮物
进行打捞清理袁按照生态河整治工作要求袁做好河道水面
的日常保洁打捞工作袁力争做到水面漂浮物日产日清遥同
时袁对河道两侧河坡全面进行加固袁按照生态河道建设标
准袁对河坡全面进行清杂和绿化袁让河道变得更加清澈尧
通畅和美丽遥

民生实事交出温暖野答卷冶
要要要临海镇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纪实

本报通讯员 夏正军 记者 杨向东

为了把黄沙港镇打造为国际化旅游型全国
名镇袁我县以野泊心窑黄沙港袁一个让心灵放假的
渔港小镇冶为主题袁全力推进黄沙港渔港小镇的
渔港风情广场尧渔港贸易中心尧集镇风情廊道三
大功能区近百个业态建设袁走特色化尧高端化路
径袁不少工程项目达全国一流尧市县唯一袁努力
让渔港小镇吸引住眼球尧停得住脚步尧留得住记
忆遥 截至目前袁黄海渔村尧鱼眼看世界尧锦龙堂
艺术沙龙等景点已对外开放袁 渔港二期项目建
设正在加速推进中遥

淤

于

盂

本报讯渊记者 仇珺冤县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野向海
图强冶经贸洽谈会即将开幕遥 连日来袁我县各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
做好筹备工作袁确保艺术节顺利举行遥

活动议程包括技术需求与高校成果发布尧2021 年重大人才科
技项目资金发放尧校地校企合作孵化项目签约等遥

11 月 16 日上午袁在本次主会场之一的千鹤湖大酒店袁工作人
员们正在同县卫健委的专业人员一同布置会场袁在全面消杀的基
础上袁对会场进行点位设置袁争取将疫情防控布置到每一个点位遥
为加强安全运输保障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派出专业人员开展食
品检查事前评估遥

临近开幕式袁安徒生童话乐园作为本次活动的室外场地袁全面
模拟活动当天流程袁认真彩排节目遥 对节目的细节精益求精袁力求
用最好的节目表现形式迎接本次文化艺术节遥

本次活动各点位之间紧密联动袁县疾控中心尧县卫生监督所等
专业人员袁提前前往各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袁确保无一处遗漏袁为活
动的顺利进行筑牢防疫屏障遥

活动准备野精益求精冶

喜迎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
暨野向海图强冶经贸洽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