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实体经济作为硬核支撑袁实施项目强
镇主导战略袁 力促镇域经济在市县率先崛
起遥

持续做优工业经济遥 打造生态造纸尧水
产加工尧新材料三大高端产业集群袁亿元以
上项目新签约尧新竣工均超过 6 个袁并力求
在 10 亿元项目上实现新突破袁 为建成百亿
元产值的市县工业重镇积势蓄能遥

全力提升园区载体遥全面激活生态造纸
园区 60 万吨产能袁 把生态造纸园建设成年
产值达 50 亿元的工业经济压舱石遥 聚力建

强新材料园区袁加快推进亿斯特尧优和博等
项目合作联建袁打造项目龙头袁带动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袁 把新材料园区建成产值达 20
亿元的工业经济新引擎遥

全心优化服务保障遥完善重大项目领导
班子跟踪服务机制袁 优化要素保障能力袁全
面提升项目履约率尧开工率尧投产率遥坚持问
题导向袁深入企业一线袁动态掌握企业产品
销路尧订单尧库存尧融资尧用工情况袁创新服
务尧多措并举袁及时有效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袁
以实际行动助推企业稳定发展遥

紧扣产业转型 袁高要求打造市县经济高地

小镇建设实现新跨越

坚持野政府牵头尧国企主导尧市场运营冶的原则袁全面完成渔
文化旅游核心区建设遥 成功举办中国窑黄沙港黄海开渔节尧海鲜
烹饪大赛尧织女大赛等系列活动袁被央视尧江苏卫视等高端媒体
广泛推介袁黄海湿地旅游新地标形象凸显遥 2021 年袁我镇被选
定为全市唯一的省美丽宜居城市创建工作试点镇袁先后接待省
市县领导观摩尧考察尧调研 160 多批次遥

项目推进迈出新步伐

坚持招大引强袁全力主攻生态造纸尧水产加工尧新材料三大
主导产业项目遥 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 5 个尧新开工 4 个尧新竣工
2 个尧新达产 2 个袁设备总投入达 2.2 亿元遥 在县招商引资和项
目推进野月月比尧季季赛冶活动中袁我镇季季获评红旗单位遥

渔港升级取得新突破

避风锚地项目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验收曰总投入 2 亿元的
渔港基础提升项目完成一期工程招标曰 总投资 60 亿元的渔港
综合体项目签订框架协议袁 并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袁已
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遥 以黄沙港为核心平台的射阳县渔港经济
区获得 2021 年度全省沿海国家渔港经济区唯一的国家级建设
项目遥

乡村振兴展现新成效

高效完成镇域南片区近万亩农田的土地整理和万亩现代
渔业示范园建设袁 全面建成高效农田 2000 亩和特种虾养殖
基地 1000 亩袁新建新型农村示范点 4 个袁改善农房 180 户袁社
会治理尧乡风建设尧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遥

群众福祉有了新增进

民生支出同比增长 20%遥 发放担保贷款总额 3500 万元袁新
增创业主体 260 家尧市场主体 160 家袁带动就业 600 人遥 确保脱
贫人口无返贫尧零新增袁8 个村(居)集体经营性收人均超 30 万
元袁镇医院总投入 1000 万元的病房楼主体封顶曰小学海洋特色
教育再获佳绩袁中学中考人均总分跃居乡镇学校前四名尧效益
性指标列居全县公办学校第一名袁 获评全县教学质量进步奖遥
不断增强社会保障袁医疗筹资尧养老保险尧托底救助应筹全筹尧
应保都保尧应助尽助遥 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袁坚持善治
善政尧共治共享袁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遥 海丰小区

黄海渔村

海洋童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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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图强做示范 生态发展勇争先
全力跻身江苏沿海乡镇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

2021年袁我镇按照市县目标定位袁聚焦特色发展袁
聚力项目强镇袁 全力打造全国渔业强镇尧 全省旅游名
镇尧市县工业重镇袁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袁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列居全市镇街前十强和全国千强镇 763
名袁镇党委被省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尧被省委省政
府拟表彰为乡村振兴先进集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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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袁县党代会已经吹响了向海图强尧勇立潮头的冲锋号袁我们将抢抓省市县沿
海发展战略机遇袁紧扣县党代会对黄沙港野县域副中心冶的最新定位袁主动融入黄海湿地
国际生态经济圈尧省市滨海风貌城镇带尧市县湿地风光带袁以野渔业强镇尧旅游名镇尧工业
重镇冶三镇同建为抓手袁向海图强做示范袁生态发展勇争先袁全力跻身江苏沿海乡镇高质
量发展第一方阵袁确保高质量发展蝉联全市镇街前十强和全国千强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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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尧县政府野县域副中心冶新定位尧
新要求袁更高标准推进渔港特色小镇建设遥

力推规划提升遥 锚定环海湿地旅游区桥
头堡尧县城后花园尧盐城大市区美食厅的目标
定位袁呼应鹤乡菊海尧日月岛度假区尧安徒生童
话乐园等特色业态袁构建与环海湿地旅游区更
加融合的城镇空间尧产业结构尧景观业态遥

重抓小镇建设遥 全域打造尧全景塑造的基
础上袁突出推进 G228 东侧总投资 6 亿元的渔

文化特色街区项目袁 全力推进填补我省近海
体验旅游空白的高档休闲渔船项目袁 补齐西
片区空白袁拉长水上休闲短板遥

创塑美丽标识遥 以规划实施的 24 项文旅
活动为抓手袁确保周周搞活动尧天天有精彩遥
同步优化野泊心窑黄沙港冶官方宣传平台袁不间
断登陆国省级高端媒体袁 加强黄沙港文旅品
牌在全国刷屏力度袁全面提升野泊心窑黄沙港冶
的美誉度尧传播力和核心竞争力遥

聚焦区域定位 袁高起点打造渔港特色小镇

坚持向海发展尧依港而兴袁推进渔业更
强尧渔民更富遥

重推载体升级遥 瞄准全省第一渔港尧全
国首个智慧渔港的发展定位袁完成总投入 2
亿元的渔港一期基础设施提升工程袁加快实
施投资 60 亿元尧用地 3000 亩的渔港综合体
项目袁用三年时间实现年泊船量 1500 艘尧卸
港量 60 万吨尧交易额 60 亿元的扩容增量目
标遥

创新营销模式遥 持续推广野互联网+水
产品冶经营模式袁再培训电商从业人员 500

人以上袁 培植粉丝超 30 万的网红带货达人
30 人以上遥 同步强化电商物流项目招引尧重
点企业扶持和电商人才引进袁 推动电子商
务尧现代物流和精深水产加工等产业融合发
展遥力争实现线上年交易额 20 亿元袁尽快建
成盐城电商第一镇遥

强化高效发展遥坚持内融外联的发展理
念袁融合渔港特色小镇建设资源袁创新推进
渔业养殖转型发展遥依托万亩现代渔业示范
园生产和休闲资源袁一体打造野产鱼尧赏鱼尧
取鱼尧吃鱼冶于一体的大型渔业休闲基地遥

紧盯扩能增效 袁高定位打造渔业发展格局

聚焦野七个有冶标准袁用心用情保障民
生袁2022 年民生投入将同比增长 20%遥

助力就业创业遥增强创业带动就业的倍
增效应袁实现新增创业主体 300 家尧市场主
体 200 家袁带动就业 700 人遥

优化公共服务遥完成医院国债项目医务
楼建设袁完善中小学幼儿园设施设备袁新建

凸显海盐文化尧湿地文化尧捕捞文化尧仙鹤文
化底蕴的综合展馆尧文化街区尧综合文创中
心各 1 个遥

强化社会保障遥深入推进医保筹资和社
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袁持续实施野一全员四
托底冶民生救助工程袁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袁确保应保尽保尧应缴都缴尧应
助全助袁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遥

丰富发展内涵 袁高品质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