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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开放融合的时代特征袁 把融入市区作为引领全局工作的
野主基调冶遥

构建全面接轨野大格局冶遥在空间布局尧产业规划尧交通设施等方
面做文章袁实现发展基础上与大市区野互联互通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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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实现发展
速度上与大市区野无缝对接冶遥 健全城乡接轨野衔接链冶遥 重点规划北
洋新型建材产业园尧龙湖湾商贸区等重要板块袁彰显产业内涵特色袁

创塑美丽乡村特质遥 打造生态廊道沿线 10 公里景观示范
带袁优化交通运输体系袁策划精品旅游路线袁展现廊道秀美
形象遥 筑牢产业接轨野压舱石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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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建设六
横三纵园区道路尧公用码头等基础配套设施袁落户一批单
体税收不低于 2000 万元的新型高端建材企业遥

紧扣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袁把项目建设作为实现进位
争先的野主引擎冶遥

提高招商选资野水平线冶遥 大力招引一批龙头型尧基地
型企业袁力争年内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 个尧5000 万元以上
项目 5 个遥 增强项目建设野爆发力冶遥 重点跟踪悦止动汽车
零部件尧金州特种纱线等签约项目袁确保新开工亿元以上
项目 3 个尧5000 万元以上项目 5 个曰加快推进建华建材二
期尧日尚文旅等在建项目袁确保年内新竣工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尧5000 万元以上项目 4 个遥提升企业服务野精准度冶遥培
植川狮研磨尧鼎源科技尧博源麻业等 3 家企业为规上工业
企业曰培植农美意尧通联万嘉等 2 家企业为规上服务业企
业袁群茂建材尧和琪建材等 2 家企业为限上贸易企业曰培植
建华建材税收超千万元遥

紧扣乡村振兴的时代方向袁把现代农业作为推动强农
富民的野主抓手冶遥

擦亮蚕桑特色野新名片冶遥 新拓更新桑园 1500 亩袁创建
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遥 探索推进野公司+基地+农户+高
校院所冶的经营模式袁跟踪对接行业领军企业袁力争招引 1
到 2 家规模茧丝绸加工企业袁带动产业向服装尧丝巾尧领带
等高端丝织品延伸遥 打造桑田旅游野新地标冶遥 加快桑乐田
园项目建设袁实施枕水民宿尧乡村大食堂等旅游景点建设袁
筹办蚕桑文化艺术节袁让桑乐田园景区成为旅游打卡网红
地遥拓宽镇村经济野新路径冶遥坚持野宜种则种尧宜养则养尧宜
旅则旅冶袁年内新发展家庭农场不少于 3 家遥 持续推进万企
联万村袁年内实现一半以上村渊社区冤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超 60 万元遥 实施富民增收工程袁加快 5G 网络技术推广应
用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袁民富水平继续走在全县前列遥

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趋势袁把宜居宜业作为建设幸福
特庸的野主旋律冶遥

打造品质高野宜居冶特庸遥 深入推进农房改善工作袁年
内计划拆除农房 300 户曰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袁启
动九里二期尧永兴三期等 2 个社区建设袁全年新建社区房
屋不少于 250 户曰 推行物业管理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袁打
造和谐有序的善治社区遥 建设功能全野宜业冶特庸遥 重点推
进集镇基础设施建设袁实施集镇亮化尧绿化提升工程曰持续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袁新建北洋桥等桥梁袁维修加
固四五类桥梁曰提升北洋线袁改造特盘线曰在村庄农户相对
集中地段增加 5 个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袁确保污水处理
自然村和农户覆盖率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 10%遥 创建环境
美野宜游冶特庸遥 建立完善生活垃圾治理方案袁实现收集率
达 100%曰以美丽宜居村庄创建为标准袁年内打造 4 个功能
聚而合尧形态美而精的特色村庄曰严格落实野河长制冶管理
责任袁稳定国省考断面水质曰聚焦野3090冶目标袁严厉打击固
废危废非法转移尧处置和填埋行为遥

紧扣人民至上的时代内涵袁把改善民生作为满足人民
期盼的野主窗口冶遥

织牢社会保障 野覆盖网冶遥 深化全民参保巩固提升行
动曰加强社会救助尧社会福利对象精准认定机制曰常态化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曰 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设施建设袁
完成敬老院提档升级工程遥 构筑网格治理野防火墙冶遥 深入
开展野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年冶行动袁常态开展野三项清
理冶行动曰强化平安特庸建设袁促进社会治理全要素网格化
管理常态化曰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推进民主法治
示范村创建遥守住安全生产野生命线冶遥健全党政同责尧一岗
双责尧齐抓共管尧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袁强化党政领导
责任尧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曰纵深开展安全
生产野三年大灶冶行动袁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尧建筑施工等
14 个重点领域安全整治曰广泛开展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袁坚
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遥

致力从严治党尧优化作风袁心齐气足野干冶的氛围更加浓厚遥

深耕基层党建野责任田冶遥 隆重庆祝建党 100 周年袁组织开展野百年
回响冶野百般关怀冶野百年记忆冶系列活动遥深入开展野两在两同冶建新功行
动袁建立镇班子成员野7+2冶常态化挂钩联系工作体系遥 持续开展野基础
工作强化年冶野支部建设年冶活动袁王村党总支被市委组织部评为野建党
百年窑百佳示范党支部冶尧王村党群服务中心获评野最具人气党群服务中
心冶遥 提高招才引智质效袁聘请毕思文院士为引才大使和产业顾问遥 奏
响对外宣传野主旋律冶遥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曰
全年发布各类新闻报道266 篇袁其中国家级媒体 5 篇尧省级以上媒体 66
篇尧学习强国平台 7 篇曰王村进入江苏省文明村候选名单袁特庸镇野红石
榴家园冶被评为省级阵地曰大力培树道德典型袁推荐申报野最美射阳人冶遥

致力攻坚项目尧培强产业袁跨越发展野进冶的动能不断积蓄遥

工业经济提质扩量遥招商引资尧项目推进连续获得红旗单位
称号曰新签约悦止动汽配等亿元以上项目 3 个袁新开工日尚文旅
等亿元以上项目 3 个袁新竣工申兴实业等亿元以上项目 2 个袁建
华建材实现开票销售 2.6 亿元曰 培植福隆构件等 3 家规上工业
企业尧瑞如商贸等 4 家限上贸易企业遥 特色农业提质升级遥 蚕桑
特色产业持续发力袁全年发种 11 万张袁亩平效益达 6000 元袁实
现产值 2.3 亿元曰野桑乐田园冶通过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验收曰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袁洋西尧永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曰王村
获评野中国最美村镇冶产业兴旺成就奖曰野特庸湖桑冶申报国家知
识产权局知名商标遥 三产旅游提质增效遥 桑乐田园建设快速推
进袁亲水步道尧蚕桑文化园等重点工程对外开放袁桑林枕水民宿尧
乡村大食堂尧供销 e 家等项目正在办理相关手续袁赋有桑蚕特色
的美丽乡村旅游路线基本形成遥

致力统筹发展尧优化环境袁城乡面貌野美冶的形象充分彰显遥

农房改善彰显野风貌美冶遥改善农民群众住房 641 户尧新开工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房屋 280 户曰王村尧北洋等 2 个社区通过省农
房改善项目验收袁王村社区成功创建省尧市农房改善示范项目遥
生态廊道彰显野自然美冶遥全面完成环市区生态廊道建设任务袁农
村零散居民点搬迁尧林带补植尧九里蚕桑特色示范区建设等成效
明显遥 启动生态廊道沿线 10 公里景观示范带建设袁完成党建元
素节点打造尧北洋小街整体风貌提升等工作遥 环境整治彰显野生
态美冶遥开展新洋港沿线综合整治袁整体推进废弃码头尧积存垃圾
等清理工作袁 流转圩堤土地栽植绿化曰 建设生态河道 27 条尧51
公里袁顺利通过省验收遥 强化大气污染源头治理管控袁关停取缔
野散乱污冶企业 2 家曰加大污水管网建设力度袁集镇野十必接冶全部
到位袁污水处理厂常态运行袁农村污水处理站点行政村全覆盖遥

致力践行宗旨尧一心为民袁共建共享野得冶的感受更加真切遥

富民增收提升野幸福感冶遥大力开展就业创业帮扶袁新增就业
600 人尧 自主创业 168 人曰 持续拓宽集体经济发展渠道袁9 个村
渊社区冤集体经营性收入超 50 万元曰全面落实托底救助政策袁托
底救助困境儿童和学生 82 人袁中秋尧春节慰问困难人员 808 人遥
民生实事提升野获得感冶遥 完成金兴路尧水厂路绿化提升工程袁新
建亨通大道特庸大沟桥袁维修加固农村桥梁 11 座袁修复农村破
损公路2400 平方米袁安装临水路段波形防撞护栏 900 米曰里程
碑尧百米桩及桥梁信息公示牌实现全覆盖遥 社会治理提升野安全
感冶遥群众网格知晓率和满意率连续获红旗称号袁上级交办 33 件
重复信访事项全部报结遥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常态化推进袁成功
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演练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率 95%以上袁完
成消防站建设袁完成 25 家烟花爆竹门市换证初审袁停产和关闭
9 家存有重大安全隐患企业袁 全年未发生一起重大影响安全事
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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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 年袁特庸镇围绕野片区辐射带动尧主导产业驱动尧

示范创建推动冶的总体目标袁即北洋片区辐射带动全镇融入
大市区袁新型建材产业驱动经济总量大提升袁乡村振兴示范
镇创建推动特庸大发展袁实现野一年出形象尧三年大变样尧五
年树榜样冶袁打造与时代同步野开放合作尧产业集聚尧生态绿
色尧城乡融合冶的实践样板遥

2021 年袁特庸镇明确野融入盐城发展大格局尧建设射阳
经济主阵地袁高质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冶
的奋斗目标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袁规上开票销售尧工业增加
值尧固定资产投资尧规上工业应税开票销售等 4 项重点经济
指标增幅超 40%袁增幅创历史新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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