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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3.5 亿

元袁同比增长 8%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4.66亿元袁同比增长 10%曰固定

资产投资 48 亿元 袁 同比增长

33%曰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30362 元袁 同比增长 9.5%曰完
成外贸进出口 3300 万美元袁同比

增长 17.8%曰实际到账外资 816万
美元遥 荣获全国千强镇第 442名袁
连续两年获评全市镇街高质量发

展综合实力第一名遥

合德镇党委书记周正林、镇长尹建军率全体干群热烈祝贺县人大十六届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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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引建重大项目
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成功举办首届无损检测技术创新论坛袁新
签约荣威运动用品尧明科医疗尧恒之鲜央厨等亿
元以上项目 18 个袁新开工福合体育用品尧皓瑞
水刺设备等亿元以上项目 8 个袁 新竣工博昂电
力设备尧 海普润水处理设备等亿元以上项目 6
个遥 高新园承载能力不断增强袁 区域环评通过
市级专家初步评审袁喷涂中心建成运行袁污水主
管网工程竣工袁北三环建成通车袁与河海大学合
作成立河德智能装备研究院袁新增野四上冶企业
38 家袁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袁海普润科
技获评盐城市市长质量奖遥

致力发展现代农业
富民增收持续突破

现代农业产业园获评全国农村创业园区袁
成功挂牌县首批研学旅行基地袁 精品设施水果
项目一期尧 冷链仓储中心和马铃薯种植示范基
地建成投产遥 实施 4.1 万亩的省级绿色循环种
养项目袁 推广使用畜禽粪污处理中心生产的有
机肥袁获叶新华日报曳点赞遥 建成经济强村 6 个袁
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在 30 万元以上袁其中
14 个村在百万元以上遥 友爱村获评全市唯一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袁 凤南村入选全省 野共同富
裕尧百村实践冶发展典型遥

致力城乡融合发展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先后启动朝阳小区东侧地块尧机场路南段尧
星禾湾南侧以及春晖路北侧等 9 个地块搬迁工
作袁完成房屋搬迁 445 户袁征用流转土地 2100
亩袁农房改善拆除 648 户袁淮海尧运棉新型农村
社区通过省验收遥 疏浚河道 28 条袁新建生态河
道 38 条遥 13 个污水处理站点全部完工袁同步实
施支管网工程遥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袁维修后
街背巷道路 160 条袁 完成永胜小区等 9 个片区
老旧小区改造袁城市顽疾野空中飞线冶得到有效
整治袁完成模范路尧合八路尧北三环和机场路环
境综合整治袁 完成合兴集镇战备河西侧立面出
新和耦耕农贸市场提升改造袁 幸福华城街区获
评盐城市特色夜市街区遥

致力创新社会治理
民主法治持续加强

高效推进疫苗接种袁 核查各类信息 2.2 万
条袁全员核酸采样 17 万人次袁被市委尧市政府表
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遥 深入推进安
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袁 排查整改安全生产隐患
近 8000 条袁打造安全生产示范企业 106 家遥 完
成 219 家餐饮单位油烟整治袁 关停取缔 野散乱
污冶企业 18 家遥 实施水源地保护区耕地和鱼塘
流转退出袁凤凰尧淮海尧合兴等 8 个村居获评市
级生态文明村遥

坚持量质并举
着力培强主导产业

加大招商力度遥 压实村居 渊社
区冤尧部门单位和专业招商分队责任袁
努力在重大项目和外资项目招引上
取得突破袁确保全年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 18 个袁 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遥 打造实力园区遥 在高新科技创业
园实施春晖路西延尧 大成路南延尧展
胜路南拓尧天然气管网和蒸汽管道等
工程袁完成污水管网接入袁引进社会
资本建设邻里中心袁自建海德电子产
业园五期遥射阳现代农业产业园与农
水投深度合作袁 拆除改造核心区农
房袁 打造凤谷樱歌车厘子梦工场袁建
设马铃薯轮作示范基地袁全力争创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尧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遥发力项目建
设遥 高新园新开工博格医用膜尧日臻
精密机械等 12 个亿元以上项目袁新
竣工福合体育用品尧皓瑞水刺等 8 个
亿元以上项目曰现代农业园新上恒之
鲜央厨农产品深加工尧凤谷果蔬科研
示范基地二期和野在水一方冶民宿二
期项目曰实施礼宴中心大酒店尧综合
智慧物流园尧 东晟金座大厦等项目袁
推进凤凰文化广场建设袁跟踪洽谈居
然之家项目袁打造现代城市综合体遥
坚持改革创新袁有力激活发展动能

创新招商方式遥 创新开展资本
渊基金冤招商袁高质量科学化运作高新
投集团袁 探索成立政府产业引导基
金袁采取野基金+股权+项目冶模式袁与
专业投资机构合作袁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投资遥 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遥 深化服
务流程再造和政务服务创新袁 实现
野一口受理冶野一窗通办冶袁打造野办事
不求人冶的合德名片袁创成省级为民
服务中心示范点遥 深化农村改革遥 探
索建立农民以土地入股现代农业园
区尧共享市场红利机制袁确保低收入
人口尧 经济薄弱村脱贫巩固率达
100%遥 培塑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样板袁
确保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在 50
万元以上遥

坚持优化环境
大力发展镇村经济

推进科技创新遥创建市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尧公共加工服务中心尧省级
野双创冶示范基地袁新增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10 家袁 河德智能装备研究院投
入运行袁成立省级博士工作站尧市级

院士工作站和市级研究生工作站遥推
动转型升级遥 举办全国光电产业峰
会袁推动光电产业发展曰举办无损检
测技术创新论坛袁打响野中国探伤窑射
阳智造冶品牌曰实施长江药业尧明科医
疗等技改扩能项目袁培植 3 家税收千
万元工业企业和 30 家税收百万元工
业企业袁培植星级企业 6 家尧小升规
企业 10 家以上尧 规上和限上服务业
企业 18 家以上遥发展现代农业遥整合
凤凰尧友爱两个园区袁推动现代农业尧
观光农业尧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遥 实施
耦耕堂有机肥厂三期续建扩容项目袁
大力发展农牧循环种养遥建设耦耕优
质大蒜尧张林高产水稻尧运棉稻薯轮
种和凤凰精品果蔬四个示范基地遥

坚持城乡融合
致力改善人居环境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遥完成双
拥路两侧商住楼等 6 个片区老旧小
区和 188 条后街背巷改造袁实施机场
路西侧物流园尧滨湖大道和足球森林
公园等 8 个地块征地搬迁遥持续改善
农民群众住房条件遥提档升级新曙社
区袁优化调整淮海社区袁拓展建设凤
凰社区袁 打造耦耕堂传统村落和友
爱尧张林尧凤凰等特色田园乡村袁加强
社区治理与服务袁打造美丽乡村建设
样板遥 坚决打好环境综合整治硬仗遥
新建大兴尧 耦耕两个集镇污水处理
厂袁建成运行大兴垃圾压缩站袁推进
农村新型社区公厕建设袁推广购置垃
圾分类桶袁突出重点区域尧主要干道
环境综合整治遥

坚持兴办实事
倾力增进民生福祉

改善城乡基础设施遥 实施 S329
东延工程和城市更新项目袁打造盐射
高速合德出口进城快速通道曰扎实抓
好农路养护袁实施淮海线和合八路改
造工程曰 实施农村河道疏浚工程袁推
进生态河道建设袁完成新西和其林片
高标准农田建设遥 提升社会保障水
平遥 扎实抓好社会保险尧医疗保险常
态化管理尧精准化扩面袁努力推动参
保全覆盖曰服务企业用工需求袁完成
技能培训 1600 人次袁新增就业 4500
人袁创建省级创业示范基地遥 常态做
好疫情防控遥 储备防控物资袁推进疫
苗接种袁紧盯重点领域尧重点场所和
重点人群袁落实精准防控措施袁全力
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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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无损检测技术创新论坛举行
全县项目集中开工

宝德马铃薯育苗组培中心

科技型企业海普润

核酸检测演练

建党百年文艺演出

岸绿水清的河湖

车厘子产业基地

荣获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称号的射
阳县高新科技创业园

8 合 德
2022年 员月 员2日

星期三
编辑院杨向东 组版院刘雪云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