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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10 月 25 日上午，省委召开全省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省委书记吴政隆主持大
会并讲话，他强调，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事关
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
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省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长期
战略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紧紧围绕新
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更好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
设新篇章，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伟大胜利作出江苏更大贡献。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昆林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省政协主席张义珍
出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邓修明传达有关文件。我
县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实
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县委副书记
葛兆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吴政隆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最重要最
根本的就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揭示出深刻的历史结论，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
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新时代引
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保证，是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
大保证，是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在选举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在
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时，习近平总书记
都是以全票当选。一张张选票、一次次掌声，凝聚了全体代表
和委员的共同意愿，充分表达了 9600 多万名党员对习近平
总书记的衷心拥护和崇敬爱戴，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路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热切期盼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
了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

“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的重大历史关头，由经过历史检验、实
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
领航，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队之大幸、人民之大幸。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确保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国家长治久
安，必须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全省上下要坚决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忠诚拥护、坚定捍卫“两个确立”，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忠诚核
心、信赖核心、紧跟核心、维护核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政治上绝对忠诚、思想上高度统
一、意志上更加坚韧、行动上更加坚决， 渊下转四版冤

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实况

吴冈玉崔晓荣葛兆建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
民冤10 月 24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羊维达率队来射调研国有
农场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
论述，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有序推进秋收秋种各项工作，进一步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为全
省、全国粮食稳产增收作出应有贡
献。县委书记吴冈玉陪同。

在临海农场陈列馆，羊维达详细
了解农场发展历史，对临农人艰苦奋
斗、开拓创新，将遍地草荒的盐碱滩
涂变成闻名遐迩的“江苏农垦稻香
村”的精神表示敬佩。风吹稻浪，泛起
稻香，临海农场秋收现场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羊维达仔细询问稻谷品种、
种植面积、预计产量等情况，并叮嘱
相关部门要加强调度，抢抓晴好天
气、组织人力机械、加快秋收进度，统
筹做好节粮减损工作，确保秋粮应收
尽收、颗粒归仓。

来到新洋农场油菜播种和水稻
收割现场，羊维达认真观看全程机
械化收割和播种作业，对其农业机
械化水平表示赞许。在听到新洋农
场油菜播种面积比去年翻了一番以
后，羊维达认为其在全面保障稳粮
扩油方面表现突出，鼓励其继续做
好夏粮播种工作，合理安排种植面
积，加快良种良机应用，努力夯实来
年丰收基础。新洋农场容器苗基地
内，海棠、紫薇等杯苗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羊维达要求其持续加大育
苗科技含量，推动苗木生产科学化、
现代化、产业化，加快抢占花卉苗木
市场制高点。

羊维达在调研中强调，射阳和市
相关部门要坚持场地联动发展，把国
有农场放到区域发展全局中谋划考
虑，充分发挥农场示范引领作用，不
断提升地方农业发展水平，合力打造
东部沿海大粮仓。要用足用好农场专
业优势，在精深加工、良种培育、农机
运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不断开发推广
应用新品种新技术，进一步提升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要全力
抓好农场服务工作，强化要素保障，
推动三产融合，共同构建农业全产业
链、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实现场地双向赋能、同频共振，奋力
开创全市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局面。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旭东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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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袁 我县抢
抓晴好天气袁 多点发
力袁 科学调配作业机
具袁 推进秋收工作稳
步进行袁 全力确保颗
粒归仓遥

上图为新洋农场
机械化收割现场遥

左图为临海农场
秋收现场遥

吴贵民 摄

10 月 22 日下午，在位于射阳县高新科技产业园的金港特种
纱线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成堆的产品包装码垛完毕，几辆大型卡车
正排队装车发运。

据了解，金港特种纱已经形成集产品设计、开发、制作、检测，
到清花、梳棉精梳、条卷、粗纱、细纱、络筒、包装为一体的生产流水
线，该公司针对不同客户需求生产出的全棉氨纶包芯纱、腈纶包芯
纱、天丝包芯纱、CVC 纱、天丝流纺纱等系列产品，备受市场青睐，
订单不断。“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大型织造企业和我们都有合作，每
天我们都要向这些企业运输近 4 吨原材料。目前，我们的销售网
络已延伸至珠三角地区，60%的产品都销往那里。”公司综合办主
任王正花告诉记者。

多年来，该公司专注特定细分市场，引进了国内先进的生产
线，不断提升原材料的品质和功能，做优做细原材料供应，“很多大
型的‘链主’企业专注于市场、研发等核心区域的布局，无法涉及到
过细的领域，而我们作为配套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私人定
制各种功能和材质的原材料，服务‘链主’企业，共同做大做强。”王
正花介绍。

记者在王正花的带领下沿着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络
筒、成包一条生产线走下来，看着洁白的纱线在机梭间尽情舞动，
身着工作服的女工在车台间来回穿梭。“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包芯
纱。这种纱将这丝线和其他纱线合在一起制成具有弹性的纱线，用
于生产女士牛仔裤。它都是用特殊的原材料和特殊的生产工艺加
工而成，满足特殊的生产需求。目前，企业逐步往生产高端化原材
料迈进。”王正花随手拿起一捆刚下线的纱线向记者介绍道。

据悉，目前，该企业稳定服务于园区 300 多家织造“链主”企
业，但随着客户量的不断增加，企业产能满足不了客户需求，明年
该企业准备增加新厂房，主要用于生产锦纶长丝、涤纶长丝等原材
料生产。

金港特种纱

“深耕”特种纱线
本报记者 杨向东

“请保持距离，佩戴口罩，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10 月
22 日一大早，在海都路农贸市场的门口，前来购物的市民有序排
队，按流程依次进入农贸市场。

走进市场内，干净整洁的地面，摆放有序的产品，明亮清爽的摊
位让人眼前一亮。保洁工作人员拿着清洁用品对橱窗、柜台等不易
清理的地方进行擦拭。消防栓、灭火器、一米线、禁烟标识、无障碍设
施、安全通道指示牌等基础设施齐全，摊位上方安装有电子显示屏
显示产品名称、单价等信息，市民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支付，消
费更加透明、便捷。“市场里种类繁多，品种丰富，不仅有蔬果生鲜，
还有半成品、预制菜等，一站式购物在家也能做出一桌大餐。”顾客
张科平说。文明不仅体现在内外环境，更表现在市场管理的点点滴
滴。海都路农贸市场始终把诚信、安全、优质摆在工作首位，多措并
举保障食品安全。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我们定期对进场的商品
进行质量抽检，检验农残指数，进货凭证等，确保产品来路正、质量
优，为消费者营造放心的购物环境。”

在水产摊位前，经营户们正在将处理后的内脏、鱼鳞等废弃物
打包装入黑色垃圾袋，并用清水冲洗地面，虽然生意十分忙碌，但台
面四周始终保持清爽利索。市民王贤接过刚刚处理好的水产告诉记
者:“在这里买菜环境好，服务好，买蔬菜摊主会把黄叶去得干干净
净，买水产都是把水分沥干再上称的，购物称心如意。”

农贸市场漾新风
本报记者 盛诚

风吹稻花香，菊花遍地黄。正值金秋十月，洋马镇
4.5 万亩药用菊花进入收获期。广袤的田野，已然是菊
花的海洋。北京菊、白香菊等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菊花竞
相绽放，试图在秋风中“一较高下”。该镇贺东村的种植
大户夏志党正趁着好天气，同几个村民一道忙着采摘
菊花。手持“采摘神器”，轻轻一捋，大朵大朵洁白胜
雪、香气盈鼻的菊花瞬间就能被收下来，不多会儿桶就
装满了。

“今年种了 10 多亩地的菊花，共有 9 个品种。北
京早早菊已经采摘结束，每亩地收益 6000 多元。白香
菊正在采摘，每亩地收益能达到 5000 多元。今年菊花
的行情还是不错的！”看着丰收的菊花，夏志党喜上眉
梢。他说，前几天和家人一起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大家都感觉农民的日子
更有奔头了。

G228 贯穿全境的贺东村，曾以中药材种植为主
导产业，全村有 4132 个人口，村域面积 19 平方公里，
为我县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但因种种原因，被列为省
定经济薄弱村。近年来，乘着国家相关农业政策的“东
风”，该村紧贴村情谋求发展，积极探索前行，融合“党
建 + 互联网”模式，成功走出一条产业振兴、富民增收

的路子。2021 年，全村“线上”销售额突破 4 亿元，村
集体经营收入达 88 万元，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000 元。

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贺东新型农村社区，75
岁的居民严贵秀和老伴就开始一天的新生活，侍弄门
口的花草、晾晒被褥、出门散步、超市购物，几乎过着和

“城里人”一样的日子。“没想到活到这把年纪了，还能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老人对搬离旧宅搬进新社区这件
事，十分满意。

2018 年建设的贺东新型农村社区，总户数为 330
户。除硬质化道路、绿化亮化外，还配套建设 2000 多
平方米的幼儿园、1000 多平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可谓

“应有尽有”。同时，为做好农房改善的“后半篇文章”，
洋马镇坚持把菊花产业的发展与强村富民、乡村振兴
紧密结合，加快推动三产融合。贺东村则是以鹤乡菊海
农业产业园、银宝菊花等产业龙头落户为契机，大力推
广“党支部 + 产业 + 电商”发展模式，让群众真正“搬
得进、住得好、能致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射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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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精细举措，精准落实，

农业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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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63.31 亿元，是 2012 年的
2.1 倍，入选 2021 年度乡村振兴百强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们深切
地感受到现在的乡村真是‘大有可为’！”贺东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徐金生对未来的发展满怀信心，“今
年村里的菊花又大获丰收，尤其是绿色有机菊花，亩产
值可达 8000 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构建链条完
整、区域性特色明显的乡村产业体系，建全人才引进机
制、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和环境，利用‘菊文化艺术节’等
节假日，持续做足‘产业 + 文旅’文章。”

小菊花香满富民强村路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冯小雨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冤10 月 25 日下午，市委召开全
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会。党的二十大代表、市委书
记徐缨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部署，她强调，要把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省委书记吴政隆在全省传达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大会上的部署要求，认真领悟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新思想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加快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周
斌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市政协主席陈红红，
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羊维达参加。党的二十大代表祁从
峰、吴红梅在主席台就座。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一楼会议室设
分会场组织收视视频会议实况。县委书记吴冈玉，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崔晓荣，县委副书记葛兆建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党的二十大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徐缨介绍了党的二十
大盛况，分享了参加盛会的切身感受和忠实履职情况，并以
PPT 形式，综合运用文字、图片等展现方式，原汁原味、生动
准确地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
大报告主要内容、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决议和党章（修正案）
决议主要内容，以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领
会和把握的重点。

徐缨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最重要最根
本的就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
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紧紧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五个牢牢把握”重大实践要求，按照省委书记
吴政隆“八个方面”部署要求，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切
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决
筑牢拥护“两个确立”的政治忠诚，更加坚定地在思想上同
心同德、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在行动上紧紧跟随。要牢牢把
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
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会“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始
终做到“六个坚持”，让这一伟大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
力在盐阜大地充分彰显。 渊下转四版冤

县组织收视全市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视频会议实况

吴冈玉崔晓荣葛兆建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