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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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连日来袁县城市管理局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袁压实自身责任袁加大城市环境整治力度袁全力做
好市容市貌筹备工作袁为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野向海
图强冶经贸洽谈会顺利召开提供宜人的城市环境遥

在吾悦广场南侧的解放东路上袁 十余名城管执法人员正
对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进行集中整治遥对于占压盲线尧车头朝
向错误的非机动车袁城管执法人员帮助挪至正确位置曰对于违
规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尧影响交通的非机动车袁城管执法人员
立即进行拖离遥在整治过程中袁执法人员耐心对在现场的车主
进行劝导袁 提高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野我们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袁采取一拖尧二劝尧三罚的
方式对县城幸福大道尧 解放路等主次干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进行了整治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得到了市民的广泛支持袁为
迎接丹顶鹤文化艺术节的盛大召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遥冶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规划二中队中队长朱晓明说遥

此外袁县城管局积极协调县城区主次干道尧商业广场及人
群密集区域的户外电子屏播放丹顶鹤文化艺术节相关宣传内
容袁为艺术节营造浓厚氛围遥 在吾悦广场尧全民健身中心等多
地袁市民均可以看到写着野热烈庆祝第十五节丹顶鹤文化艺术
节暨耶向海图强爷经贸洽谈会召开冶的巨型户外电子屏遥

野目前袁我局已协调 14 块户外电子显示屏全天候尧高频率
滚动播放丹顶鹤文化艺术节相关宣传内容袁 造浓了县城区宣
传氛围袁提升了广大群众对本次丹顶鹤文化艺术节的知晓度尧
参与度遥 冶县城市管理局市容管理科工作人员郭鸿宇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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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盘湾镇全民创业园内的江苏仁恒电气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低压输配电设备研发尧制
造与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袁 生产的
DFW 型高低压分线箱 尧10KV 箱式变电站 尧
10KV中置柜尧环网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遥 进入
四季度袁该企业紧盯目标不放松袁全力推进各项
生产计划遥 图为企业火热的生产场景遥

彭岭 摄

大海蔚蓝如精美绸布, 飞溅的浪花却成为随意着笔的
野惊鸿一瞥冶曰薄雾袅袅似轻纱笼罩袁群群野鸭沐浴着晨光正
惬意游弋曰滩涂盐蒿若红霞片片袁冷眼旁观四季轮换噎噎在
日前举办的野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冶强国窑新江苏拍客行活动
中袁来自全省各地的摄影大咖将镜头对准野射阳元素冶袁用帧
帧定格的相片深情描摹大美鹤乡新画卷遥

近年来袁我县锚定野向海图强冶总目标袁以黄渤海湿地申
遗成功为契机袁紧紧依托优越的生态资源袁积极争创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袁 真正把沿海打造成令人向往的美丽生态风
光带尧滨海特色城镇带尧高质量发展经济带遥

着眼全局 做足野诗和远方冶文章
野仙鹤不落无宝地袁水绿天蓝清气长遥 神话牵手童话讲袁

芦花共着菊花香噎噎冶一曲淮歌叶爱不够的地方是射阳曳唱
遍大江南北袁也将射阳别样的风土人情向世人娓娓道来遥 凭
借好空气尧好生态尧好环境袁顺利野出圈冶的射阳袁今年仅国庆
节前三天就累计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袁再创历史新高遥

让野景点游冶迈向野全域游冶袁打造串点成线尧连线成面尧
面面交织的全域旅游新格局袁走出一条野因海而兴冶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袁让生活处处是野诗与远方冶遥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区袁对于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物种富饶的自然资源袁
毗邻盐城国家级珍禽保护区的野东方湿地明珠冶要要要野鹤乡冶
射阳而言袁可谓野天时地利人和冶遥 这里因精卫填海而成陆袁

由后羿射日而得名袁吴楚文化尧巴蜀文化融合汇集袁农耕文
化尧海盐文化历史悠久袁加速高质量发展袁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野正当其时冶遥

立足当前袁我县坚持以野水绿生态尧鹤乡射阳冶为定位袁
按照野一核两带五片区冶的总体布局袁精心规划编制叶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曳叶野十四五冶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曳袁有力推动环海
湿地旅游区总体规划初步编制袁 将目光对准自身得天独厚
的资源禀赋袁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袁不断叫响全域旅游品
牌袁 力求在打造长三角地区最佳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的征
程上袁既可脚踏大地袁更可仰望星空遥

文旅交融 共赴野观鹤赶海冶之约
少无适俗韵袁性本爱丘山遥 远离城市喧嚣袁回归自然本

真袁感悟一次野坐观沧海冶野与鹤为友冶的浪漫袁浸润着魏晋风
骨的小城会让你留住一份美好与感动遥

在特庸镇的野桑乐田园冶袁可以感受万亩桑园的绿意葱茏袁
品味蚕意王村的乡情野趣曰在洋马镇的鹤乡菊海袁可以欣赏千
亩菊海的繁花似锦袁感悟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曰在泊心窑黄沙
港袁可以远观渔港的千帆竞发袁可以享受美味的海鲜盛宴噎噎
这些通过野旅游+文化冶融合发展袁讲好射阳故事的一次又一次
创新性实践袁正不断激活射阳全域旅游新活力遥

迈进野后申遗时代冶袁我县充分利用黄海湿地世遗的示
范效应和品牌价值袁 不断放大黄海湿地和射阳河滨的生态
优势袁以日月岛康养旅游度假区为核心袁以射阳河风光带尧
海堤路景观廊道为纽带袁着力推进生态旅游尧乡村旅游尧城
市旅游尧林业旅游尧红色旅游尧工业旅游等文旅板块建设遥 千
鹤湖公园尧安徒生童话乐园创成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曰洋马
镇成功获评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曰 鹤乡菊海获批省四星级
乡村旅游示范区曰洋马镇贺东村创成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曰
光明银宝乳业尧 射阳港名品石材展示馆成功获批省级工业

旅游示范区遥
野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地冶野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

县冶野美丽中国绿色生态旅游名县冶 噎噎随着全域旅游新画
卷的缓缓打开袁无数荣誉称号正纷至沓来遥

繁荣业态 催生野美丽经济冶绽放
有人说袁野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

方冶遥虽然有些尖酸袁但是却一语中的遥旅游者心理的共性无非
是野求新尧求知尧求乐冶遥 有些游客想住进景区袁体验沉浸式旅
游曰有些游客想住得靠近城区袁追求交通和购物的便捷遥 只有
换位思考袁才能满足游客更多期待遥

发展全域旅游可以更好推动产业融合尧产城融合遥而繁荣
旅游业态袁 拉长旅游产业链条袁 才能加快推进全域旅游的步
伐遥 我县紧盯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目标任务袁围绕野吃尧住尧
行尧游尧购尧娱冶等旅游要素袁不断繁荣消费业态袁推进文旅多元
化融合袁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遥 目前袁共规划
建设旅游公路 120 公里袁沿线规划建设各类驿站 16 个曰重点
推进洋马鹤乡菊海尧特庸桑乐田园等旅游精品工程袁加快建设
千秋阳河湾尧海河四季果香等农业休闲园区曰精心打造野春游
海棠尧夏品桑茶尧秋赏苏菊尧冬看丹鹤冶的野四季游冶精品线路遥

今年 9 月 16 日在黄沙港镇举行的开渔节袁 海鲜烹饪大
赛尧渔姑渔嫂织网比赛尧渔获拍卖会尧渔民画展等多台精彩活
动连番野上演冶袁引得不少外地游客前来野打卡冶曰致力打造智慧
党建尧 智慧商旅尧 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为一体的朝阳特色街
区袁 正式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节假日里就取得 野日均接待游客
3.4 万人次冶的好成绩噎噎

随着多元化旅游业态的蓬勃发展袁 全域旅游之路正越走
越宽广遥 如今的射阳袁野处处是风景袁遍地是花园袁踏步而出即
是旅游冶正逐步变为现实遥

射阳院全域旅游开启野全景模式冶
本报记者 周蓉蓉 本报讯 渊记者 杨兰玲 通讯员

王静 卢震冤作业机械在轰鸣声中运转袁
工程车辆来回穿梭袁工人们挥汗奋战袁争
分夺秒抢工期袁 这里是位于兴桥镇的射
阳春蕾麦芽有限公司 30 万吨塔式麦芽
生产线扩建项目现场遥 野目前 1 期 15 万
吨生产线主体全部竣工袁 正在进行设备
安装袁预计 12 月底可全面投产遥 冶在施工
现场袁 企业负责人仇江波一边忙着指挥
调度一边喜气洋洋地告诉记者袁 虽然今
年受部分地区疫情影响袁 主要设备进场
延迟了近一个半月袁 但在兴桥镇政府的
积极关怀与细致服务下袁 他对 1 期项目
的顺利投产充满信心遥 据了解袁该项目总
投资 11 亿元袁 新上 2 条 15 万吨塔式麦
芽生产线袁 预计年底投产后年可生产啤
酒麦芽超 38 万吨袁将成为省内单体规模
最大的麦芽生产企业遥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袁 谋项目就是谋
未来遥2021 年袁兴桥镇擦亮项目发展金字
招牌袁始终不懈主攻重大项目遥 在收官定
全年的四季度关键节点上袁 全镇上下拧
成一股绳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袁锚定
目标尧全力冲刺袁誓夺全年大胜利袁努力
做好新时代的野赶考人冶遥

项目招引野能量满格冶遥 今年以来袁该
镇牢固树立野项目为零 一切为零冶的发
展理念袁立足镇域经济发展实际袁不断创
新招商引资理念方式袁按下招商引资野快
进键冶遥 以野接轨上海冶为主攻点袁以长三
角产业转移项目为突破口袁 持续推动三
全招商袁即全面招商尧全员招商尧全民招
商袁以野五个一冶工作机制强势开展招商
引资工作袁 在产业招商的引链与补链上
不断取得新突破遥 截至目前袁该镇累计收
集项目信息 394 个袁 外出拜访企业 247
家袁签约重点项目 11 个袁为来年的项目
实施奠定扎实基础遥

项目建设野全员加速冶遥 为了保障项
目按期完成袁该镇聚焦项目建设瓶颈袁出
台一系列的制度扶持袁 镇区领导亲自挂
帅督查进度袁急事急办袁特事特办袁以野一
对一冶精准服务袁为项目建设加速尧早日
投产保驾护航遥 截至目前袁春蕾麦芽有限
公司已完成 30 万吨塔式生产线暨热电
联产项目 1 期建设曰 盐城金刚星精密锻
造有限公司今年新上大模数齿轮自动化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大吨位智能
锻压生产线尧ER 机器人及多用炉生产线
购置曰 江苏格构装配式房屋构件有限公
司及江苏鸿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新上项
目的主体厂房基本竣工袁 正在进行内部
装修及设备选型购置袁 预计年底均有设
备进场安装遥

项目效益持续释放遥将责任落实到人袁将任务细化到
天袁营造全员冲刺的紧张氛围袁以招商引资尧项目推进的
快突破快见效袁 为夺取今年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胜利注入
强劲动能遥 1-10 月份袁 该镇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完成
140888 万元袁占年计划 93.93%袁同比增幅 34.28%袁超序时
15888 万元曰规上工业开票销售完成 115937 万元袁占年
计划 100.81%,同比增幅 28.99%袁超序时 20103 万元曰规上
工业应税开票销售完成 75194 万元袁占年计划 104.44%袁
同比增幅 53.13%袁超序时 15194 万元曰定报工业入库税
金 完 成 1601 万 元 袁 占 年 计 划 123.15% 袁 同 比 增 幅
104.49%袁超序时 517 万元曰企业增长面 72.2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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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射阳籍 00 后小将杨玲在全国第八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勇夺三金遥 今年 21 岁的杨玲叱咤赛
场袁留下令人难忘的瞬间遥 21 岁的花季对于每个女孩子来说
都是充满浪漫尧绚丽多彩的袁但对于先天智力缺陷的杨玲来
说袁一副球拍尧一颗球便成了她的最亲密的野伙伴冶遥

收获成功的喜悦
10 月 28 日袁 在全国特奥会乒乓球比赛中取得三枚金

牌的射阳小将杨玲袁在绝杀最后一颗球站上领奖台上的那
一刻袁荣誉就纷至沓来遥 不过面对诸多奖牌袁杨玲并没有夺
冠后的热烈反应袁 单纯的她只是不停抚摸自己的球拍袁用
脸庞亲昵地摩擦着陪伴自己征战多时的野战友冶袁仿佛在她
的世界里袁荣誉已变得不再重要袁乒乓球成了她最亲密的
野伙伴冶遥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中联社区的一栋三层民房里不
时地发出乒乓球清脆的撞击声袁在杨玲完成比赛后的第三
天袁记者来到她的家中遥 抛球尧挥拍尧进网像往常一样杨玲
把一个又一个乒乓球准确尧 快速地打进一张蓝色的大网袁
看到家里来人杨玲并没有预想中的怯懦与回避袁而是嘴角
上翘露出腼腆的微笑袁继续把盆里剩余乒乓球打完遥 野每天
都抱着乒乓球拍袁打起乒乓球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遥 冶杨玲母
亲陈霞告诉记者袁野刚接触乒乓球的那天晚上袁不知道怎么
的她就喊着要打乒乓球袁不打一场都不愿意回家遥 好不容

易才找到少年宫这里有个乒乓球馆袁这才过了把瘾遥 冶谈起
那天晚上袁陈霞依然记忆犹新遥

宝剑锋从磨砺出
2019 年在社区居委会张军的介绍和鼓励下袁杨玲参加

了当时县残联主办的运动会袁仅赛前训练六小时的杨玲在
那场乒乓球比赛中展露出的天赋袁让时任比赛裁判的黄洪
涛眼前一亮袁随即联系陈霞希望以后可以带杨玲练习乒乓
球袁回想起孩子打球时的认真与热爱袁陈霞当即答应了下
来袁至此杨玲踏上乒乓球的赛道遥

野刚来的时候问她问题袁她比较自卑袁和人交流也存在
困难袁反应也比较迟缓遥 冶黄洪涛回忆起杨玲刚来时的样子
说道袁野不过一说让她打乒乓球玩袁她还是挺开心的遥 冶黄洪
涛坦言袁杨玲刚来的时候自己是没有把握的袁不知道最后
能达到怎样的成就袁只希望能通过练习乒乓球提高她的反
应能力和注意力袁对她之后的康复有所帮助遥

在初学乒乓球时黄教练根据杨玲特殊情况制定训练
计划袁将技术要领进一步细分袁野发球尧挑打尧搓球尧杀球冶这
些普通孩子练习三四遍就掌握的技巧袁杨玲要付出十倍的
努力袁平均每天 6 到 8 小时的枯燥训练并没有迫使她放弃
乒乓球袁在问她训练累不累时袁她总是微笑着重复说道野我
喜欢打乒乓球遥 冶因为喜欢所以不累遥

后来袁在县残联关心下袁杨玲进行了系统性地深入训

练袁每次训练都是练到身体虚脱袁手上磨起一个又一个血
泡袁疼痛难忍袁但依旧凭借着对乒乓球执着的爱袁咬牙坚持
了下来遥 终于袁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在 2021 年重庆市第六届
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中杨玲获得女子双打第一名袁女
子单打第二名的好成绩袁并在此次全国赛场上成为野双料
冠军冶遥

野荣誉冶背后的成长
野没想到孩子能打得那么好袁真是一个奇迹遥 冶对杨玲

取得的成绩母亲陈霞惊喜地说道袁眼里散发出自豪地的光
芒遥 陈霞表示更让她欣喜的是杨玲在自身康复上取得的进
步袁野以前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基本上眼睛不对视的袁现在跟
我们交流的时候袁等于是有目光的对视和交流袁说话她也
都能听懂袁反应也比较快了遥 冶在少年宫乒乓球室袁陈霞看
着那个在乒乓球桌前快速移动袁脚步轻盈袁正反手娴熟袁姿
态上已和常人无异的杨玲微微点了点头遥

野希望所有跟我们家女儿类似的孩子都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学习一门技能袁 这对孩子康复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遥
家长们也要跟我一样不要放弃袁积极面对困难袁要坚信每
一个有缺陷的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遥 冶陈霞坦言袁野看上去
是她在场上比赛袁 实际上这场比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比
赛袁她比的是分数袁而我们比的是爱与坚毅遥 冶

在杨玲成长过程中袁伴随着许许多多爱心人士给予的
帮助与关怀袁在球桌上袁他们像朋友一样玩耍袁在生活中袁
他们定期走访慰问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遥 野我们认真落实残
疾人两项补贴袁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袁增强残疾人幸
福感尧获得感遥 冶中联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袁残疾人专干张军
告诉记者袁野近年来袁我县深入实施耶强三性爷耶去四化爷改革
措施袁联合助残志愿服务组织袁平均每年办理涉残服务事
项约 1 万件次袁切实提高残疾人群体安全感尧幸福感和获
得感遥 冶

追逐梦想的野折翼天使冶
要要要访射阳籍特奥冠军杨玲

本报记者 高陈斌

本报讯渊记者 刘杜娟冤11 月 17 日下午袁中国人寿盐城
分公司总经理江礼志一行来射赴四明镇曙光居委会调研富民
强村帮促工作遥 县委副书记葛兆建参加遥

江礼志一行来到四明镇曙光居委会袁慰问 2 户困境老党
员袁鼓励他们努力克服困难袁积极面对生活袁并送上慰问品和
慰问金遥随后一同参观曙光居红色传习所袁详细了解戴曙光烈
士的英勇事迹遥

在随后召开的帮促工作座谈会上袁 葛兆建对江礼志一行
来我县四明镇曙光居委会调研富民强村帮促工作表示热烈欢
迎遥 葛兆建指出袁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袁要讲好戴
曙光烈士的红色故事袁弘扬野思想进步袁走在前列曰坚贞不屈袁
百折不挠曰依靠群众袁敢于斗争冶的曙光精神袁凝聚乡村振兴奋
进力量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袁要积极探索农村特
色产业发展袁进一步挖掘特色产业的发展潜力袁以农业大户带
动普通农户发展袁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遥 要以更有力的举措尧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袁做到力量融汇尧业务融通和方法融合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袁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遥

会上袁 江礼志对四明镇农业发展方向和模式给予高度评
价袁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做到定点扶贫到位尧消
费扶贫到位尧保险扶贫到位尧就业扶贫到位袁以巩固和提升当
前富民强村成效遥

中国人寿盐城分公司
来射调研富民强村帮促工作

葛兆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