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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宗恒冤金秋时节，喜迎丰收。9 月 23 日，
将迎来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次农
民丰收节省级活动主题为“庆丰收同心
共富 迎盛会齐向未来”，分会场将以

“1+5+N”的形式进行，即 1 个省级主场
活动、5 个省级重点活动和若干地方活
动。作为省级 5 个重点活动举办地之
一，我县将开展以“湿地绿城庆丰收、向
海图强迎盛会”为主题的农民丰收节系
列活动。

据悉，我县开展的系列活动从 9 月
中旬持续至 10 月中下旬，以营造丰收
节日氛围、弘扬中华农耕文明、凝聚爱
农支农力量、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为宗
旨，崇尚“节俭、喜庆、绿色、共享”活动
理念，以农民为中心，突出县域特色，激
发全县上下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良好
氛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活动主场地设在海河镇四季果香
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以县镇联动的形
式开展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式、盐城市大米产业发展联盟成立大会
暨射阳第二届大米产业发展论坛活动、
射阳县特色农产品展销、第六届苏菊文
化节、“丰收达人”评选表彰、“送法送技
术送政策·走进乡村服务乡村振兴乡
村”等六大主题活动，将邀请百余名农业方面专家学者、“丰
收达人”代表、农民代表、媒体代表参与活动。活动中，可以观
赏“农味”十足的歌舞表演，在欢快的氛围中感受丰收的喜
悦；可以尝到射阳大米、鹤乡果蔬的独特风味，满足舌尖上的

“盛宴”；可以欣赏菊海盛放的壮丽景象，在百花丛中品味诗
意盎然，可谓是别出心裁、精彩纷呈。

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紧扣农业农村硬任务，精
心组织，精细举措，精准落实，全县农业经济总量连上新台
阶，入选 2021 年度乡村振兴百强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
现 198.3 亿元。连续 12 年获全国粮食生产、生猪调出大县表
彰和奖励。粮食年播种面积 235 万亩次，年产粮食超 23 亿
斤，列全省第五。水产养殖面积 40 万亩，渔业经济总产值
129 亿元，列全市第一、全省前列。成功入选全省农业生产全
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名单。此外，我县正在积极构建“东
渔、西粮、南桑、北蒜、中蔬菜”的产业格局，形成“粮油果蔬、
特色水产、优质麦芽、乳制品、菊花”等 5 条农业全产业链，其
中粮食、水产全产业链产值均超百亿，“射阳大米”品牌价值
245.32 亿元，列苏米首位；年产蟹苗 68 万公斤，占全国市场
74%以上。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 40 个，“射阳大
闸蟹苗”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商标。“射阳大米”入选江苏省

“十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各相关镇区、部门正抢抓
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农民丰收节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能够多
形态、立体式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数字化赋能乡村
振兴的丰硕成果，让全社会感受到丰收带来的美好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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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水产养殖收获的“黄金”时节，兴桥
镇南庄村各处南美白对虾基地迎来拉网捕虾的热
潮。

“今年投放了 2.5 亿尾虾苗，长势非常好，预
计能产出 1500 吨南美白对虾。”放网、分拣、称
重、装车……笔者来到兴桥镇南庄村汇朋家庭农
场，一说起虾，农场负责人李如奎喜笑颜开，为了
保证虾的鲜活，他每天太阳还没升起就在虾塘放
网，等到运输车一到便可以收网，一尾尾晶莹剔
透、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随之跃出水面。“我现
在有 100 个对虾养殖大棚，平均 3 个多月就可以
见到效益，每个棚产量可达 800-900 公斤。”

作为远近闻名的南美白对虾养殖专业村，南
庄村拥有水面 8000 亩，养殖大棚 990 个，总养殖
面积达 5000 亩。“目前，我们村有 200 户村民从
事对虾养殖，通过统一购买虾苗、虾药、虾料，统一
提供技术指导，形成了抱团闯市场的发展模式。”
南庄村党委副书记陆凤文介绍说，该村从 2016
年开始，长期聘请技术员对全村养殖户进行技术

指导，定期邀请专家上门培训，已举办培训班 5 期，培训 1000
余人次。村民通过在农场务工和土地租金增加收入，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优化产品发展结
构，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我们村的虾主要供应苏南市场，每到收获时节不用找客
户，都是客户自己上门来买虾，一点也不愁销路。为保证虾的品
质，出货时都是冷链车直接开到虾塘门口，装车后立刻就运往市
场，新鲜的对虾很快就能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上。”陆凤文介绍，
为提升养殖效应，促进虾农增收，近年来，南庄村按照“生态、健
康、高效、集约”的原则，对淤积水浅、面积过大、形状不规则的池
塘，加大改造力度，建成池埂整齐、深度适宜、集排配套、设施先
进、环境生态的标准化虾池，提高虾池综合生产能力、比较效益
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断让全村南美白对虾养殖产业做到“生
产标准化、管理科学化、设施现代化、经营产业化”。

“经过多年的沉淀，我村已成为兴桥镇西北片区水产养殖基
地的中心，利用此优势，下一步我村将打造集观摩、技术交流为
主要特色的休闲特色农庄，建设水乡虾语展厅，进一步拓展乡村
发展新路子，实现农业增收、农户致富，助力乡村振兴。”谈及全
村南美白对虾产业发展前景，陆凤文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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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方舱医院”，过去很多人不知道，但在新冠疫情的
紧张形势下，“方舱医院”作为可移动的医疗单元，成功解决
了医院床位不够、病人流动性强等问题，大大提高了应急救
援能力，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连日来，在射阳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内的射阳
县综合技能培训基地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方舱医院)项目建
设现场，放眼望去，车来车往，机器轰鸣，不远处一栋方舱医
院的辅助用房主体已经完成，几百名工人正在忙碌地进行地
面平整和钢结构安装工作。“我们今年 7 月份接到任务后，
集中优势力量，迅速组织施工，加班加点，目前项目钢结构
工程梁柱制作已完成工程量 95%，现在正在进行辅助用房
二次结构及屋面防水、屋外地面施工。”该项目负责人邓红
军告诉笔者。

射阳方舱医院项目由射阳城建集团负责建设，总投资约
1 亿元，用地面积约 2.4 万㎡，总建筑面积约 1.52 万㎡，包含
方舱医院一栋，宿舍楼一栋，配有消防泵房、水池等附属设
施，预计投入运营后，可配备 100 名左右疫情防控人员，提
供 1003 张床位。

工程质量和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方舱医院建
设方，城建集团严格按照国家方舱医院标准，确保内部布局
符合“三区两通道”的基本要求，消防、安全、通风功能符合
相关疫情防控标准，生活用水、医疗垃圾及污水符合规范要
求的处理系统与方式。“施工过程中，我们强化安全生产管
理，压实安全生产及监管责任，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
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
安全隐患，保障施工安全。”邓红军介绍说。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日常将作为各项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使用，发生疫情时，立即切换成方舱医院实行全封闭管理，收
治我县及周边县区无症状及轻症病人。谈到下一步计划，邓
红军表示：“一方面，我们将紧抓眼下施工的黄金期，紧锣密
鼓加快建设，争取在今年 9 月底完成辅助用房二次结构施
工，力争在 10 月底全面完工，另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做好暖
通、智能化、医疗设备采购等招标工作，各个环节套搭进行，
确保设备按时进场，关键时候用得上、运转好。”

方舱医院建设跑出“加速度”
本报通讯员 王明月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克成冤9 月 16 日，从我县射阳港区传来
喜讯：该区通用码头五期工程岸线获得省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
截至 9 月 20 日，该项目前期工可报告、稳评、通航安全技术报
告、防洪评价、岸线全部通过批复，这标志着该项目开工建设正
式迈入正轨。

射阳港区通用码头五期工程拟建设 2 个 5 万吨级散货泊
位，设计年通过能力 872 万吨，码头泊位长度 520m，总投资约
11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前期手续并开工建设。随着射阳港获批
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射阳港区到处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尤其是射
阳港电厂 2×100 万千瓦燃煤机组的落户，煤炭年运量达 800
万吨，届时，港区年吞吐量将大幅提升，因此，盐城港射阳港区通
用码头五期工程的建设迫在眉睫。

据悉，近年来，射阳港区严格落实上级的部署要求。成立项
目专班，重点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项目按序时
推进；按照时间节点落实各项工作，确保工程推进有力度、建设
有成效，以完成年内投资计划任务为最终目标，为港区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射阳港区通用码头
五期工程岸线获批

本报讯渊记者 张学法 通讯员 沈建标冤 9 月
20 日，江苏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泰州落下帷
幕，我县 8 名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力
争先，在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上共获得了 11 金
5 银 3 铜共 19 枚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在盐城各县

（市、区）位列第一。
今年以来，我县为积极备战省第十一届残疾人

运动会，广泛宣传动员，精心筛选残疾人运动员，有
8 名肢体、视力、听力和智力残疾人运动员入选盐城
市队进行集训，在集训期间，正值酷暑高温，残疾人
运动员克服了自身困难，严格按照市队集训要求开
展训练，每天刻苦训练磨炼了他们顽强的意志，每天
汗流浃背坚定了他们勇于争先的信念；在集训期间，
县残联领导看望运动员，鼓舞他们的士气，坚定他们
的斗志。

在省残运会 9 月 6 日———9 日第一阶段比赛
中，县智力残疾人杨玲获得特奥乒乓球女子单打和
双打金牌各一枚；肢体残疾人钱绪龙获得男子 SB9

级 200 米蛙泳银牌和男子 SB9 级 50 米蛙泳铜牌各
一枚；视力残疾人陈昌洋获得男子 S12 级 50 米仰
泳银牌一枚。9 月 17-20 日第二阶段比赛中，县听力
残疾人王丽获得田径听力女子青年组 800 米、1500
米和 5000 米金牌各一枚；听力残疾人孙信国获得
田径听力男子青年组 800 米、1500 米和 5000 米金
牌各一枚，获得听力男子组 4x400 米接力第五名；
肢体残疾人江东升获得 F37 级男子组铅球和标枪
铜牌各一枚，F37 级男子组铁饼第四名；肢体残疾人
羊月雷获得 F42 级男子组铅球金牌一枚，F42 级男
子组铁饼和标枪银牌各一枚；智力残疾人姚炜鑫获
得特奥男子组 200 米、400 米金牌各一枚，特奥男
子组 100 米银牌一枚。

9 月 20 日，县残联相关人员专程来到盐城市残
联综合服务基地，迎接县残疾运动健儿从省残运会
赛场凯旋，为他们送去祝福和鼓励，并安排车辆将运
动员送回训练基地。

省残运会射阳夺金 11 枚
金牌和奖牌总数位列盐城第一

农民丰收节前夕袁 布设在射阳县
市民中心一楼大厅的 野射阳县名优产
业产品展示区冶琳琅满目袁集中展出的
射阳大米尧洋马菊花尧优质桑葚等获国
家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用品牌的数
十种优质农产品袁 尽显农业大县射阳
野天地人合冶之美袁展示了现代农业无
穷魅力和全县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
就袁突显射阳农民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
创造性袁 极大地提升了射阳农民的荣
誉感尧幸福感尧获得感遥

图①为工作人员维护设备遥
图②为优质的射阳大米系列产品

吸引群众目光遥
图③为精美的草编工艺品让群众

爱不释手遥
董素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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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贾凡 吴贵民冤9 月 21 日上
午，我县工人文化宫正式揭牌启用。这标志着全县广大职
工将拥有提升素质、丰富生活，凝聚力量、展示风采的阵地
和舞台。市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徐龙波，县委书记吴冈
玉出席活动并揭牌。

经过 1 年多的紧张建设，射阳县工人文化宫正式面向
全县职工开放。作为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城建
重点工程之一，这座总建筑面积 17000㎡的工人文化宫将
成为我县又一地标性建筑。按照高标准的定位、特色化的
建设和公益性的导向，兼具“实用性”和“高颜值”，县工人
文化宫在规划布局、功能设置上，围绕基层工会所需、职工

群众所盼，突出“学校”“乐园”两大主题，包含“史馆展示、
职工服务、教育培训、文体娱乐”四大功能板块，有机融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心灵驿站、“微法庭”“书香射阳”等特色
工作元素，配备职工书屋、影院以及乒乓球、羽毛球、篮球
等球馆，为职工群众提供“一站式”“全科式”服务，满足全
县居民、职工群众业余教育、文体活动、休闲娱乐等多层次
需求。

近年来，我县总工会按照省市县相关部署要求，以服
务职工群众需求为工作导向，因地制宜、开拓创新，推动职
工服务阵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下一步，将以工人文化宫建
成启用为新起点，牢固树立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探

索科学、高效的运营模式，致力将工人文化宫打造成启迪
人生的智慧学校、职工群众的心灵寓所、精神文化的诗意
乐园。

揭牌活动后，与会人员参观县工人文化宫，并观看专
题片、主题摄影展。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胤祥主持活动，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正军介绍工人文化宫总体情况。

市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总工会主席、党
组书记，市总工会机关相关部室负责同志；射阳县各镇区
总工会主席，部分县直工会主席，劳模、职工代表，县总工
会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县工人文化宫正式揭牌启用
徐龙波吴冈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