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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是第 19 个“世界献血者日”，今
年的口号是“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我们，
拯救生命”。当天上午，我县举办庆祝“世界献血
者日”宣传活动，热心市民纷纷挽起衣袖，用实
际行动为生命“加油助力”。

上午八点，在苏果超市门前广场，等待献血
的热心市民早早排起了长队。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大家有序地填表、化验，确定符合献血标
准后进行采血。“我每年这一天都来，我觉得献
血是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刚刚献血完成
的唐亚琴告诉记者。

在献血现场，一队身穿黄色马甲的外卖小
哥分外引人注目。这一次，他们的目的不是送
餐，而是用实际行动为这个城市增添一份温暖。

“来了二十几个青年伙伴，献出一份爱心。今天
还有造血干细胞登记，只要达到条件的都献出
了 10 毫升的血。”外卖平台办公室工作人员陈
玲介绍道。

此外，我县各志愿者协会还组织志愿者踊
跃带头献血，用爱心和热血温暖社会。据统计，
当天上午共有 120 名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县
红十字会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队长肖德林介
绍：“一共有 3 家协会，我们这边组织了 30 多
位志愿者，为有爱射阳做出我们志愿者的贡
献！”

无偿献血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责任，需要
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关心支持。开展此次“世界
献血者日”活动旨在号召更多市民踊跃加入无
偿献血队伍。“感谢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射
阳采血点主任陈向前告诉记者，“保障血液安
全，是我县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做好无偿献血工作。”据了解，我县每
年参与无偿献血人数达 9000 余人次，献血总
量达 270 万毫升，100%满足全县临床医疗用
血。

撸起袖子献热血
本报记者 李盼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6 月 17 日下午，市长周斌主持召
开全市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管控）、环保督察和疫情防控视频
调度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决策部署，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持续推进环境综合
治理，全力保持平稳防控态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听
收看视频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会议通报全市安全生产督查情况和债务风险管控工作
情况，各板块作了交流发言。周斌指出，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是
各地各部门各国有企业的重大政治责任，与安全生产、社会
稳定具有同样重要意义。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把债务管控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决扛起防范化解债
务风险的政治责任。要严格执行债务总量目标控制要求，合
理编排政府投资计划，规范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引导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发展，全力以赴控降债务增速。要坚持综合施
策，强化监测监管，加快整合转型，控制融资成本，守牢安全

底线，扎实推动“三债统管”制度落实到位。
会议讨论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周

斌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任务新要
求，全力完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和反馈意见整改，
坚定不移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以实际行动忠诚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坚持属地负责、合力推进整改，坚持
问题导向、做到限期整改，坚持举一反三、强化长效整改，确
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压紧压实责任，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全力做好“两降一消
除”各项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加强监管检查，更大力度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方位加快美丽盐城建设。

会议通报全市疫情防控最新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研究
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周斌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
思想上高度警惕，行动上务实精准，责任上分工协同，坚持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吴冈玉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化底线思维、提高能力本领，抓
实抓细政府性债务化解、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常态化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全力
营造“稳”的环境，确保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平稳发展。要围绕
全年债务化解目标任务，稳妥化解存量、适度遏制增量，有序
推进国有资产处置、融资成本管控、土地出让等工作，完善政
府投融资监管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
加大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力度，举一反三、标本兼治，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向
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要健全疫情防控常态化运转机
制，坚持每日调度、定期督查，进一步压实“四方”责任，落实

“四早”要求，全力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县领导凌晓东、刘成志、陶晓林、李东、陈剑峰、吴俊参加

射阳分会场会议。

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安全生产（债务风险管控）、
环保督察和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实况

吴冈玉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绎1990 年 6 月 14 日袁县广播电视管

理站增挂广播电视局牌子遥
绎1995 年 6 月 19 日袁阜余尧陈洋尧海

河尧新坍尧长荡尧盘湾 6 个乡镇的 50 多个

村和县良种场遭冰雹和龙卷风袭击遥
绎1998 年 6 月 18 日袁县广播电视传

输中心举行奠基仪式遥
绎2002 年 6 月 15 日袁全国人大内司

委检查组到我县检查残疾人保障法执行

情况遥
绎2007 年 6 月 18 日袁盐城沿海开发

射阳节点规划评审会在南京华东饭店举

行遥
绎2012 年 6 月 15 日袁省军区政治部

主任吕先景率考察组袁 到我县考察党管

武装工作遥
绎2014 年 6 月 16 日袁中央农办一局

局长张冬科尧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

中久尧 省委农办主任诸纪录等到我县调

研联耕联种工作遥
绎2015 年 6 月 17 日袁新疆伊犁察布

查尔县民间文艺工作者到我县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遥
绎2015 年 6 月 17 至 18 日袁 水利部

安全生产考核检查组来我县检查水利安

全工作遥
绎2018 年 6 月 16 日袁我县在县滨湖

会议中心召开野射阳大米冶标准体系建设

研讨会遥
绎2019 年 6 月 18 日袁中丹渊射阳冤风

电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县滨湖会议中心举

行遥 丹麦曲博伦港尧格雷诺港以及远景能

源尧 华能集团等一批海内外风电领域的

专家和知名企业代表参加遥
绎2019 年 6 月 19 日袁省军区副司令

员田厚玉一行来我县视察海上民兵专业

分队建设等工作遥
绎202员 年 6 月 16 日下午袁全市首届

野民法典宣传月冶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遥

骄阳似火袁热浪滚滚遥随着气温不断攀升袁又到一年野三夏冶大忙时遥阡陌纵
横的乡间袁随处可见忙碌的机械和农民遥 张伟 摄

晒场扬麦

机械插秧

智能施肥

射阳是一幅品不够、赏不尽的画。走进环海湿地旅游区，
“朝观日出逐白浪，夕看云起收霞光”；来到泊心黄沙港，“渔村
展新韵，盛装迎来客”；漫步安徒生童话乐园，“童话世界妙趣
横生，北欧风情惬意迷人”……

射阳是一部多元文化融合的书。红色文化、吴楚文化、巴
蜀文化、海洋文化等在这里相互交融；农民画、草编、淮剧、杂
技等在这里相映相谐……

6 月 17 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五批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及建设单位名单》，鹤乡射阳赫然在列。自
2018 年启动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我县聚焦

“生态”“沿海”两大特色，构建双轮驱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塑造“有爱射阳、沐光向海”的旅游品牌和城市形象，让百姓纵
情拥抱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站高谋远院欲流之远袁必浚其源

地处中国大陆南北地理分界线的东部起点，是世界遗产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湿地、海洋、森林三
大生态景观……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物种富饶的自然资
源，让我县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独特的先决条件。

县委书记吴冈玉高瞻远瞩地指出，要着力打造串点成线、
连线成面、面面交织的全域旅游新格局，走出一条“因海而兴”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县坚持高位统筹，赋能全域兴旅。成立由县党政主要领
导任双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组建县
属国企集团，牵头开发建设全县重大文旅项目；出台激励政
策，每年设立 5000 万元专项引导资金，对重点文旅企业实施
靶向扶持；高规格组建“射阳文旅”专家智库，聘请 10 名业界
大咖定期“问诊”、全程指导；依托苏北首家县级职业技术学
院，联动扬州大学开设旅游专业，定向培养旅游技能人才
3000 多人。

我县锚定“向海图强”总方向，为实现“海陆统筹、人海和
谐”，精心勾勒全域旅游全景图。充分利用世遗品牌效应，做
足“海的文章”，规划环海湿地旅游度假区，联动黄沙港渔港小
镇、日月岛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区等精品项目，建设亲海、近海、
观海旅游目的地，打造“北纬 33 度最美海岸线”。围绕景田一
体、产村融合，新建“鹤乡菊海”“桑乐田园”等一批特色农旅园
区，实施射阳河、新洋港等生态景观廊道工程，着力绘就“射阳
河畔好风光”，创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1 个、省星级乡村旅
游区 6 家、省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1 个、省级最美水地标 1 家。

为叫响全域旅游品牌，我县与央视、江苏卫视、人民网等
主流媒体深度合作，精心组织“全域旅游看射阳”等活动；举办
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品味射阳”活动；开展丹顶鹤文化
艺术节、海鲜美食节等系列文旅节庆；借助上海南京路等流量
载体，广泛聚人气、集商气，构建全域旅游宣传全矩阵。

融合发展院一业崛起袁百业兴旺

“一业崛起，百业兴旺”，我县走出一条“旅游 +”道路，全
力写好“融合发展”大文章。

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维，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联
动“盐之有味”区域品牌宣传推广，在全县 12 个农旅园区，设
立射阳产品销售展示线下线上平台，有力提升了射阳大米、洋
马菊花等特色农副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品牌竞争力；依托新能
源、乳品、石材等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构建“产业园区 + 龙头

企业 + 旅游配套”全链条体系，射阳港名品石材交易中心、光
明银宝乳业入选省工业旅游区。

把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用旅游的理念经营农
业、用景观的理念建设农村。依托菊花产业，洋马镇发展农业
观光游和健康养生游；依托渔业、渔港、渔镇，黄沙港镇已建成
泊心黄沙港等文旅项目，并通过网络带动群众就业与致富；依
托蚕桑产业赋能发展，特庸镇打造“桑乐田园”文旅项目……
去年，全县 238 个村（社区）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 30 万元以
上。

创新蝶变院心之所向袁虽远必达

“如果您希望来场短途旅行，请选择射阳吧！以‘海味射
阳’为主题的亲海游，品味海洋文化，感受自然风光；以‘射阳
河畔好风光’为主题的生态游，在阳河湾畔坐看夕阳、高尔夫
球场纵情挥杆；以‘农桑耕作’为主题的乡村游，欣赏四时变
幻、感悟百味人生……”我县发布的三条精品旅游路线，瞬间
引爆社交平台。

从“一枝独秀”到“美景连片”，我县全域旅游大格局实现
美丽嬗变。“绿色生态”和“富民强县”成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词。

打造全域旅游互融“新载体”。讲好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
神话故事，传唱驯鹤姑娘徐秀娟的真实故事，继承华中工委、
农建四师等红色故事，演绎异域风情童话故事；精心打造日月
畅想馆、华中工委纪念馆、安徒生童话乐园等一批地标性景
点，串点成线、串点成面，以地标建筑实现文旅的有机融合、互
相成就。

激发全域旅游聚势“新燃点”。做精做优银发经济，推进
“药、医、养、游”融合发展，建成全省一流的养老服务中心；开
拓少儿经济“新蓝海”，以 5A 级景区标准打造安徒生童话乐
园，联动少儿文体中心、杂技艺术中心、孺果童年等，发展亲子
游、研学游、科普游，实现旅游收入年增幅保持 60%以上。

沐光向海，工笔描绘“大美鹤乡”诗意画卷
——— 写在我县成功创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之际

本报记者 张伟 周蓉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