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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袁秋蚕丰收遥 连日来袁特庸
镇晚秋蚕收购进入高峰期袁 村民们忙着
收集尧称重尧分装蚕茧袁一派繁忙景象遥
今年该镇共计发放 5 万张晚秋蚕袁每公
斤 54 元左右袁 累计可收购鲜茧 45000
担左右袁直接收入超 1.25 亿元遥

彭岭 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射阳宣传射阳发布 鹤乡射阳 粤孕孕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10 月 18 日下午，县委书记吴冈玉
率队调研全县城建、交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她强调，当前，党
的二十大正在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对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最新部署，要
立足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实际，紧盯城市高能级建设，以重大
项目为抓手，坚定不移补短板、全力以赴促提升，持续夯实宜居
城市根基，让“有爱射阳、沐光向海”的城市 IP 更加靓丽。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吴冈玉先后来到港城小学东大门污
水管网修复工程、芦鱼港村农村生活污水站点、百盛花苑小区
雨污分流工程等施工现场，详细询问项目进展、施工队伍配备、
管网布局等情况。她指出，污水处理是民生实事工程的头等事、

急需事，对于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意义
重大。相关单位要抢抓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条件，加快在建污
水管网、雨污分流工程进度，统筹推进污水处理厂、一体化泵站
等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乡污水的收集和处理水平，推动
全县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在打造绿色宜居之城中作出更
大贡献。

站在合海大桥东北处，只见海千线道路施工现场车辆来回
穿梭、机械声不绝于耳，远处射阳河畔水壤交错、郁郁葱葱，一
派生态湿地好风光。吴冈玉要求相关部门把交通体系建设与区
域开发、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交通先
行，统筹做好规划，充分发挥绿色生态优势和交通支撑作用，对

接争取更多文旅项目落地，将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一“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综合智慧物流园项目致力于打造射阳最大的现代多功能
特色物联产业园。吴冈玉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进度，
并详细了解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她指出，综
合智慧物流园建设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相关部门要成立工作
专班、定期研究会办，全力做好土地报批、手续办理等各项工
作，积极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推动项目
快速落地实施。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规划引领，合理布局商业
配套和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该区域的吸引力、竞争力，努
力打造县域经济全新增长极。

吴冈玉在调研全县城建、交通重点项目时强调

坚定不移补短板 全力以赴促提升
让“有爱射阳、沐光向海”的城市 IP更加靓丽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
婷冤10 月 18 日下午，县
委书记吴冈玉率队赴海
通镇调研高标准农田建
设情况。她强调，要以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
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以“高标准
农田”为抓手，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努力绘就新
时代鱼米之乡美丽画卷。

金秋时节，稻浪飘
香。吴冈玉来到水稻绿色
高质高效示范县建设项
目、海通镇中尖等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等现场，
俯身查看优质水稻生长
情况，听取相关负责人介
绍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等
项目建设进度。她指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
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
措。希望海通镇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全力抓好高
标准农田建设，切实提高
标准质量、健全管护机
制，打造更多高产稳产

“吨粮田”。同时，要对标
对表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乡镇建设要求，统筹推进
生态河道治理、农房改善
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广大
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吴冈玉在调研中强
调，全县上下要坚决扛起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牢
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扎实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
断完善农村道路、桥梁、
水利等基础设施，加快建
成“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畅通
体系。要坚定不移走农业现代化之路，积极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做强特色优势农业
产业，加快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奋力打造省
级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要统筹兼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农房改善、乡风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加快打造宜业
宜居美丽乡村，为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作出射阳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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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悠远绵长。水是文明之源，亦是生态之基。近年来，
我县将推动城区水环境治理提升工程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有机结合，积极探索管护方案，多措并举改善县城水环境，全力营
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人居环境。

清晨，丝丝缕缕晨曦唤醒鹤乡大地，有着多年晨练习惯的路
先生像往常一样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来到小洋河畔，漫步在小洋
河畔栈桥上，他一边舒展筋骨，一边用手机记录下秋季薄雾冥冥
的朦胧美景。“我们附近的居民都喜欢来这河边走一走，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在谈及小洋河的变化时，路先生深有
感触，“以前这里杂草重生，特别是夏天味道难闻。这几年改造得
蛮好的，变得水清岸绿了。”

“目前，全县新增污水管网约 50 公里，运行一座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生活污水最高达 5 万吨，还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在建。接下
来，我局将与水利、城管、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合
力推进县城河道的长治久清，真正为市民创造一个生态、绿色、宜
居的幸福之城。”县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马贺友表示。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是精神文明创建的龙头工程，是体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进程
顺利推进的重要途径。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的
工作导向，推动城市科学规划、精心建设、精细管理，促进城市生
产发展、生活宜居、生态良好，打造城市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
服务，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群众生
活质量，建设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
的文明城市。

碧波流淌有爱之城
本报记者 高陈斌

眼下，正值大棚西红柿栽种黄金期。连日来，在射阳现代农业
产业园内的大棚西红柿种植基地内，种植户们正忙着起垄施肥、
浇灌除草，纷纷进行苗株移栽，确保今冬首茬西红柿在 12 月中旬
成熟上市。

10 月 12 日上午，记者走进种植户杨健的西红柿大棚里看
到，他和工人正忙着查看西红柿苗，干着定植、洒水等工作，大家
来回穿梭在大棚里，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的西红柿已经
种下去了，现在正在进行管护。今年新增种了水果西红柿（圣女
果）这一新品种，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品。不仅品相好、水分多，
而且口感好、色泽艳，预计在元旦前上市。”杨健说。

圣女果从栽种到结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关。圣女果
的种植需精细管理，温度、湿度，缺了哪一样，都会出问题。花期开
始，要及时修花芽、剪坏果、剥叶子、通风透气等。为了改变传统办
法施肥灌溉，杨健不断地学习摸索，采用农家肥，科学疏果，每天
轮流到大棚查看改良情况。

大棚西红柿种植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村民
们不用出远门也能获得稳定收益。“我们在这务工工资还是可以
的，每天有 100 元工钱。不仅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得到，钱也没少
挣。”凤凰村村民胡梅说。

据悉，近年来，为促进农民增收，射阳现代农业园积极发展车
厘子、草莓、酥梨、水果黄瓜等多种特色产业，以品牌化、项目化、
专业化等形式，拓宽产业发展规模与渠道，在党建品牌优势的带
动下实现人均产业红利，探索出产业振兴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
园区党建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的新路子，有效促进群众增收。

大棚西红柿栽植忙
本报记者 杨向东

金秋十月，徜徉在洋马镇田间地头，成匡连片的菊
花汇成一望无垠的花海，空气中氤氲着淡雅清香，让人
流连、让人陶醉。随着菊花陆续盛开，朵朵小菊造塑乡村
旅游美景。

该镇不仅是全省最大的“苏菊”生产基地，“洋马菊
花”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目前，朵朵小菊
似黄金，洋马镇 75%的农田用于菊花栽植，其中药用菊、
茶用菊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 60%、70%。该镇从种、制、
赏等多个角度，大力发展菊花经济，持续打造菊花品牌，
把菊花产业的发展与强村富民，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走
出了一条发展菊花产业促进三产融合，引领乡村振兴新
路径。

80%劳动力种植菊花袁洋马盛开野致富花冶
“在合作社的指导下，我今年种了 4 亩多菊花，已经

售出花蕾 1000 多公斤，收入 1 万多块钱，到采摘结束可
收入 2.4 万元。收入有了保障，生活就有了盼头，干起活
儿来也有劲。”这几天，该镇潘东村六组黄正清忙得不亦
乐乎，正在自家田地里张罗着采摘菊蕾，按照目前行情，
亩均纯收入 4000 元不在话下，丰收的喜悦荡漾在他自
信的脸上。据了解，近年来，该镇因镇制宜，镇农业农村
局联手县菊花协会，因势利导，统筹布局，对 8 个村居实
行结对指导种植、一条龙签约服务，运用“企业 + 基地 +
农户”“合作社 + 农户”等模式，全镇 8 个村居垄田遍开
致富花。

洋马镇沿海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菊花繁衍种植。目
前，该镇 80%的劳动力从事以菊花为主的药材栽培，菊
花的平均效益是普通粮食作物的三倍，农民人均纯收入
一直在全县乃至全市领先。洋马菊花还辐射带动周边 6
个镇不少农户种植菊花，今年全县菊花种植面积超过 30

万亩。同时，菊花栽植、采摘也成了当地劳动力务工增收
的重要项目。全镇 4 万多亩菊花，高峰时段每天采摘菊
花需要 5000 多个劳动力，日工资在 140 元左右，为周边
群众增加近 400 多万元劳务收入。

好品质才能赢得好销路。洋马镇多管齐下，每年春
播秋播前召开论证会、研讨会，把准当年中药材行情走
势，及时发布信息，准备种子种苗，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种
植；和南京农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
建立苏北中药材检测站，制定药用白菊花种植规程，对
种苗进行提纯复壮、茎尖脱毒，实行工厂化育苗、标准化
栽培，从肥水管理到除草打药实施一套严格的规范，全
方位保证了菊花的良好品质。

百家企业尧百家网店袁洋马菊花野走天下冶
江苏银宝菊花科技有限公司是洋马镇规模较大的

菊花加工企业。“目前我们公司已加工菊花近 3000 吨，
总销售额将突破 1 亿元以上。”公司董事长王树华满怀
信心地说。

近年来，洋马镇出台激励菊花加工企业转型升级的
相关措施，使全镇菊花加工企业都用上了微波杀青烘干
技术，保证所有的洋马菊花都是人工采摘、工厂化烘干，
加工过程不需要任何添加剂，保持纯天然原生态菊花品
质，迎来客商纷至沓来，畅销全国，热销东南亚一带。全
国知名凉茶企业王老吉也伸出“橄榄枝”，和洋马的亚大
菊花制品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合力打造万亩有机菊花基
地。

这两年根据市场需求，镇内菊花加工企业也不局限
于简单的菊花烘干出售，逐步开始研究新路子，紧盯大
市场，研发生产了以胎菊为主要原料的系列饮品，形成
门类众多的数十个产品、十几个注册商品和几十个发明

专利。婺源皇菊、金丝皇菊两个优新茶用菊品种，采用一
朵菊花一个小包装，经济效益是传统杭白菊的 10 到 15
倍，销路十分紧俏。

随着电商业的快速发展，今年该镇涌现出 300 多家
以菊花等中药材销售为主的网店，黄海居委会、药材村
成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射阳县圣和中药材有限公司
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菊花茶系列产品和药用保健菊花
枕，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平台，销往全国相关大中城
市。预计今年全镇电商销售突破 3 亿元。

洋马镇还采取“苏菊”道地药材品牌共享，由菊花种
植、加工和销售大户组成的江苏省药用白菊花协会，在
菊花种植加工和销售方面发挥行业协会的牵头引导作
用，实行严格的质量准入，统一包装、统一标识、统一使
用洋马菊花商标，保证消费者买到放心产品。

十里菊香袁打造农业野转型升级版冶
每年金秋十月，中国射阳洋马菊花艺术节拉开帷

幕。菊文化艺术节以“观九天鹤舞·赏十里菊香”为主题，
先后举办了书画艺术工艺展览、苏菊产业论坛等丰富多
彩的系列活动，以菊为媒，以花会友。艺术节主场———鹤
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成千上万株菊花连片绽放，
美不胜收的景色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渊下转四版冤

致富花开百姓欢
——— 洋马镇大力发展菊花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纪实

本报通讯员 陈耀煊 张泽勇 冯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