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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宣传射阳发布 鹤乡射阳 粤孕孕

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吴杰婷 彭岭 吴贵民冤11
月 19 日上午袁射阳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野向海图
强冶 经贸洽谈会在县全民健身中心开幕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
县长王宁致辞并作产业专题推介袁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崔晓荣尧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尧县委副书记葛兆建等县四套
班子领导出席遥 联合国科学院尧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尧河海
大学尧吉林大学尧中国摄影家协会等高校和协会负责人袁

韩国永佑集团尧中广核尧龙源海上风电尧兰邦工业纤维尧远
景能源等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相关负责人袁高层次人才代
表以及中央尧省尧市主流新闻媒体记者等近 400 名嘉宾参
加活动遥 20 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袁计划总投资超 258
亿元遥

王宁代表县委尧 县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袁向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射阳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遥他
说袁射阳袁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投资福地遥 亲商厚友尧开放包
容的人文传统在这里孕育袁湿地文化尧海盐文化尧红色文化
在这里传承延续曰 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的海洋型湿地袁林
木覆盖率全省第二袁新造成片林全省第一袁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全省前列曰拥有 2 个国际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尧国内最
大全国第二家安徒生童话乐园尧 国家 4A 级景区息心寺尧
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十里菊香景区袁是中国最美乡村旅
游示范县尧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名县遥射阳袁是一个机遇
无限的财富宝地遥我县贯彻新发展理念袁积极践行野两海两
绿冶路径袁锚定野面朝大海向未来尧绿色转型作典范冶目标定
位袁全力打造风电新能源尧电子信息尧高端纺织尧健康食品
等产业体系袁形成了集聚发展的强劲势头袁围绕主导产业
定位袁进一步明晰四大园区产业发展定位袁形成了特色鲜
明尧相互配套的发展格局遥射阳袁是一个成就梦想的兴业高
地遥 作为江苏省唯一同时拥有商港渔港空港的县份袁我县
高速高铁高等级公路一应俱全袁 连盐铁路射阳站投入运
行袁盐射高速正在加快推进袁通车后将全面融入上海南京
2 小时尧杭州 2.5 小时尧北京 3 小时经济圈遥 同时袁我县秉
持野为您着想尧量身定制冶的原则制定招商引资政策袁在项
目引进尧落地尧投产尧见效等每个环节提供全过程服务袁全
方位加大对落户射阳企业的扶持力度袁 实现从项目签约尧
设备投入尧项目投产到企业培大育强的全过程覆盖遥 希望
各位嘉宾与朋友选择射阳尧创业射阳袁大家携手共进袁共同
发展尧共同繁荣尧共创美好未来遥

开幕式上袁崔晓荣尧邱德兵和与会嘉宾代表分别为河海
大学射阳智能装备创新研究中心尧吉林大学渊射阳冤汽车电
子研究院揭牌遥21 国旅行博主尧马蜂窝蜂首达人曹明竹作全
域旅游 IP 发布及精品线路推介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尧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田伯平袁韩国永佑集团中国区总
裁毛杰袁 上海兰邦工业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新分别讲
话遥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射阳重大项目成果展示宣传片遥

射阳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
暨“向海图强”经贸洽谈会开幕

王宁致辞并作产业推介 崔晓荣邱德兵葛兆建出席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 杨兰玲
彭岭 吴贵民冤11 月 19 日上午袁我县
举行第十五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
野向海图强冶 经贸洽谈会工业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袁新能源动力电池尧保利
泰克叶片检测尧顺龙纺织尧博格医用
膜尧 岭南重工等 19 个项目在主会场
及四个分会场分别参加集中开工遥 县
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讲话袁县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崔晓荣尧县政协主席
邱德兵出席开工仪式遥

王宁指出袁此次项目集中开工既
是我县重大项目建设成果的一次集
中展示袁也是我县接续奋斗尧走好新
时代赶考路的决心体现遥 抓项目就是
抓发展袁谋项目就是谋未来遥 近年来袁
我县坚持野项目为王冶导向袁着力推动
主导产业集群化发展袁全力打造沿海
高质量发展经济带袁项目建设呈现出
量质齐升尧强劲发展的良好态势遥 本
次主会场开工的动力电池项目袁总投
资约 105 亿元袁是我县当前投资体量
最大的项目袁该项目的实施袁标志着
我县在百亿级重大项目上实现了零
的突破遥 此次集中开工还包含了保利
泰克叶片检测尧 顺龙纺织等 18 个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袁这批项目涵盖了风
电新能源尧电子信息尧高端纺织等多
个产业领域袁相信随着这批项目的落
地实施袁必将推动我县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袁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速袁为我
县野十四五冶高质量发展实现首战全
胜提供坚强保障遥

王宁强调袁项目建设重在野谋冶尧
贵在野推冶尧实在野建冶遥 全县上下务必
继续秉持野一切围绕项目转尧一切盯
着项目干冶的工作基调袁以分秒必争
的意志推进项目建设袁以担当负责的
态度做好项目服务袁 集中全部力量尧
充分调度资源尧全力破解制约袁确保项目建设野零阻碍冶遥
同时袁 希望项目建设方能够在统筹抓好疫情常态防控和
工程安全质量的基础上袁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尧创新工程
管理袁推动项目早竣工尧早投产袁加快形成新的增长点遥

县领导王海兵尧胥亮亮尧戴淦尧张超尧陶晓林尧李洁参
加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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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高陈斌冤11
月 18 日晚袁第十五届丹顶鹤文
化艺术节暨野向海图强冶经贸洽
谈会野风华正茂梨园情冶戏剧艺
术文化交流展演活动在县杂技
艺术中心开演遥 县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崔晓荣参加活动遥

野大路不走我走小路袁又只
见她那里把我拦阻遥 冶在黄梅戏
叶天仙配曳选段叶路遇曳中袁七仙
女故意与董永几番相撞的画
面袁引得观众笑声不绝袁掌声不
断遥 上海越韵宜川青年越剧团
出演的 叶梁祝曳 选段 叶十八相
送曳袁用悠悠的清唱纪念梁山伯
与祝英台不朽的爱情史诗遥 由
上海沪剧院带来的叶沙家浜曳选
段叶军民鱼水情曳袁徐伯涛尧王珊
妹两位老师凭借深厚的唱功和
对台本的深入领会袁 生动诉说

革命年代军民一心尧 联合抗战
的感人事迹遥 射阳县淮剧团演
出的叶牙痕记曳选段叶金殿认子曳
以精妙的舞台设计尧 出色的唱
功尧灵活优雅的身段袁充分展现
出剧中母子相认时人物的内心
活动袁 成功将观众带入剧中情
节遥

据了解袁 此次活动由中国
文联民间文艺中心尧 中国民协
民间戏曲艺术委员提供支持袁
县委宣传部尧县文广旅局主办袁
并进行网络直播遥 来自上海沪
剧院尧 上海越韵宜川青年越剧
团尧盐城市淮剧团尧盱眙县黄梅
戏剧团和县淮剧团等国内知名
剧团的艺术家们为广大观众呈
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化盛
宴遥

“风华正茂梨园情”戏剧艺术
文化交流展演活动开演

崔晓荣参加

有爱射阳袁沐光向海遥 11月
19日上午袁 第十五届丹顶鹤文
化艺术节暨野向海图强冶经贸洽
谈会正式拉开帷幕袁近 400名海
内外客商代表和嘉宾齐聚美丽
鹤乡袁共享丹鹤文化袁共绘合作
蓝图遥

上图为开幕式现场遥
右图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

签约遥
彭岭 吴贵民 摄

初冬鹤乡袁群英荟萃遥 11 月 18 日袁来自全国近 20 所
高校 150 多名专家学者齐聚射阳袁 参加产业窑人才窑科技
对接会袁围绕科技尧人才尧产业三大主题袁一起触摸射阳发
展的强劲脉搏袁 共同为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
策遥

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领支撑遥 近年来袁我县
突出高质量发展取向袁推动产业集群链式发展袁涌现了一
大批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遥 以联合国科学院院
士尧联合国科学院副院长毕思文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一
行在参观完射阳经济开发区的科阳精密智造尧芯华汽车电
子尧创维商显 LED 屏尧安旭机器人等项目后袁对射阳的科
技发展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袁 他说院野随着国家提倡科技创
新袁射阳县走在了前沿袁不但创新还落地遥 在人才的培育方
面袁射阳的各级领导尧企业的领导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在
不断地吸引人才尧培养人才尧用好人才袁开局非常好遥 冶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尧欧洲科学院院士尧海南大学特聘
教授杨天若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颇深袁我县的人工智能发

展让他感到振奋和感慨袁野很多车间自动化程度都非常高袁
智能制造硬件方面发展超出想象袁以后如果从软件尧算法尧
智能上更加拓宽袁相信射阳的人工智能会领先全国遥 冶

人才的竞争力袁决定城市的竞争力遥 我县不断加强与
大院大所的合作对接袁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袁引进一批创
新创业项目袁设立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专项资金袁引导企业
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袁发挥高端人才野朋友圈冶作用袁引
才精准性时效性不断增强遥

江南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是第三次应邀来我县
参加科技对接活动袁多年来江南大学和我县纺织产业板块
对接十分紧密遥 位于临海镇的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
就建有江南大学的染整实验基地袁该基地前期设备都已到
位袁后续学院的研究生尧博士生等人才也将陆续汇聚于此
并开展技术科研工作遥 该院院长付少海承诺院野除了纺织方
面袁食品尧酿造尧机械尧化工这些学科和射阳产业配套也是
非常紧密的袁我们将把高校资源有机的引到射阳袁为射阳
的经济发展做出院校应做的贡献遥 冶

近年来袁我县牢固树立野抓人才就是抓发展袁强科技就
是强实力冶的鲜明导向袁聚英才而用之袁加速形成野千帆竞
发尧百舸争流冶的生动局面袁营造了有利于人才和科研项目
发展的浓厚氛围遥 此次对接会上袁发布主导产业尧新兴产业
紧密结合的科技成果近 300 条袁集中签约人才科技项目 12
个袁并为 8 位产业顾问和引才大使颁发聘书袁为野强富美
高冶新射阳全面建设汇聚更多人才保障遥 南京理工大学工
业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汪惠芬表示院野作为高校的一个科
研人员袁又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袁愿意为射阳提供科技服
务尧人才培养袁希望与企业对接之后产生更多的火花袁为射
阳的未来发展献计出力遥 冶

科技赋能发展 人才领航未来
要要要我县产业窑人才窑科技对接会侧记

本报记者 刘燕 施鸿豪

本报讯 渊记者 杨兰玲 周蓉蓉 吴贵民 彭岭冤11
月 19 日晚袁野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冶第八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
选发布仪式在县党群教育中心圆满举行遥 县委书记吴冈玉
为野最美道德模范冶颁奖并讲话遥 县委副书记尧代县长王宁袁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晓荣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
副书记孙庆树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遥 应邀参加第十五届
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野向海图强冶经贸洽谈会的高层次人
才代表尧客商代表尧第八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获奖者和提名奖
获得者等出席活动遥

歌声嘹亮袁舞姿绰约袁气势恢宏的开场歌舞叶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曳惊艳全场袁缓缓拉开活动帷幕遥 伴随着雷鸣般的
掌声袁第八届野最美射阳人冶评选结果揭晓袁野最美平安之
星冶野最美基层干部冶野最美岗位标兵冶野最美阳光少年冶野最
美创业精英冶野最美道德模范冶等 6 大类受表彰典型身披绶
带尧登台亮相袁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展现出最美的标杆形

象袁闪耀着野有爱射阳冶的文明之光袁凝聚起向善向美的精
神力量袁为野强富美高冶现代化新射阳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
动力与道德滋养遥

在为野最美道德模范冶颁奖后袁吴冈玉说袁近年来袁我们
大力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积极创新典型选树和
楷模礼遇机制袁以凡人善举引领公民道德建设袁涌现出一
批又一批彰显传统美德尧体现时代精神的野最美射阳人冶遥
当前袁市委赋予射阳野做足海文章袁在向海发展上作先锋冶
的殷切希望袁为我县现代化建设标定野向海图强冶新坐标尧
划出了野筑梦蓝海冶新赛道遥 肩负改革发展的重任袁赓续有
爱小城的传统袁需要我们崇尚野最美人物冶尧唱响野最美声
音冶尧弘扬野最美精神冶袁在各自岗位上绽放精彩光芒尧传递
道德力量遥 要崇德向善袁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更
大力度培育发掘道德模范尧凡人善举袁多讲述射阳好人的
感人事迹尧多宣传平民英雄的道德光辉袁推动广大干群争

做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参与者尧示范者和引领者遥 要以文
育人袁持续深化文明村镇尧文明单位尧文明家庭尧文明校园
等文明创建活动袁全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袁广泛
营造野人人做好人袁好人做好事袁好事就上榜冶的浓厚氛围袁
让文明之花在鹤乡大地处处绽放遥 要见贤思齐袁从现在做
起尧从点滴做起尧从本质做起袁以探路人的自觉尧破局人的
勇气尧赶考者的初心袁风雨兼程再出发袁脚踏实地尧勇于奋
进袁努力在新一轮跨越发展中跑出射阳的加速度袁创造新
业绩遥 全县上下要以最美射阳人为榜样袁努力让野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冶成为新时代新射阳最鲜明的标志袁为加快建设

强富美高现代化新射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遥
活动上袁王宁与志愿者代表尧学生代表等人共同启动

野小手拉大手冶活动曰杂技叶少年中国说曳尧歌舞叶相约鹤乡曳
等节目精彩上演遥

野有爱射阳 沐光向海冶

第八届 最美射阳人 评选发布仪式圆满举行
吴冈玉颁奖并讲话 王宁崔晓荣邱德兵孙庆树参加

本报讯渊记者 王鹏冤11 月
19 日上午袁 我县举行第十五届
丹顶鹤文化艺术节暨 野向海图
强冶 经贸洽谈会项目集中观摩
活动遥 县委副书记葛兆建参加
活动遥

观摩嘉宾参观了黄沙港渔
港小镇尧湿地观光大桥尧射阳港
风电产业研究院尧 射阳经济开
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尧 射阳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现场袁
一路走尧一路听尧一路看袁对近
年来我县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表示赞赏遥 在黄沙港渔港小镇
的海鲜大卖场袁 琳琅满目的水
产品吸引客商们驻足袁 线上线
下融合的智慧农贸模式令人眼
前一亮遥 观摩嘉宾通过听取介
绍袁 现场观摩的形式领略了这
座黄海文明渔都的无穷魅力袁
对我县的文化旅游新格局赞叹

不已遥 观摩嘉宾还参观了射阳
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
的科阳精密智造尧 创维商显
LED 屏尧 安旭工业机器人等项
目袁深入生产车间袁详细了解企
业的运营生产模式和业务发展
领域袁 对项目的产业链条和科
技创新发展新格局赞不绝口遥

在观摩过程中袁 客商代表
对射阳的发展袁 尤其是对城市
建设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感触
颇深遥 他们纷纷表示袁近年来射
阳的各项事业发展节节攀升袁
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袁 这些成就的取得值得点
赞遥 他们对射阳今后的大发展
充满希望袁希望寻求合作机遇袁
开展多方合作袁实现互利共赢遥

县委常委尧 常务副县长凌
晓东参加观摩遥

县组织开展项目集中观摩活动
葛兆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