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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寒意渐浓，可鹤乡大地田间地头却呈现出一
派盎然生机。累累硕果美了乡村、富了百姓，全县大地处处
涌动着蓬勃的希望、光明的“钱景”。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来，我县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种植业，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为打造“强富美高”现代化新射阳助力加码、增光添彩。

菊花香里野说丰年冶
行走在洋马镇的田间地头，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鲜艳绚

丽的菊花，采摘菊花的村民们穿梭其中，尽享丰收带给他们
的喜悦。

记者来到该镇贺东村的一块菊花田里，看到 10 多位村
民背着篮子，行走在田间花海，采摘一朵朵鲜艳的菊花。“今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当地菊花种植大户袁文群高兴地向记
者介绍。最近几天，他们都在加紧抢收已经成熟的菊花，而
菊花艺术节的召开，也让今年菊花的销售更火了。“很多客
户主动上门，都是冲着洋马菊花品牌来的，我们合作社 40
多户村民种植的菊花不愁卖！”

“目前我们农场正在采摘的金丝皇菊、北京菊、紫香菊
等品种。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菊花花期略有延迟。我们每天
组织了 40 个工人在田里抢摘，每天收获约 6 吨新花。新鲜

采摘的菊花将被送到烘干房，经过杀青、烘干等程序之后，
再进行分拣、包装，制作成菊花茶或者药材，一部分供给加
多宝、王老吉等品牌企业，一部分通过京东、淘宝等平台销
往全国各地。”现场菊花采摘负责人吴富华介绍说。

火龙果里野好钱景冶
眼下，合德镇合顺村“农家果园”的大棚内，连片的火龙

果长势喜人，好似一个个红色的“小灯笼”，“映照”出丰收的
喜悦。“我们果园的火龙果是 2016 年从广西引进的品种，经
过 6 年培育，现在进入盛果期。”54 岁的果园主任薛海乐呵
呵地说，“这里有红心火龙果 30 亩，去年收入 30 多万元，
还带动了一些村民家门口务工。”

为提高种植技术水平，薛海到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跟
一个火龙果种植户学习了一个多月，边种植边实践，慢慢掌
握了种植技术。他每年购买羊、鸡粪等有机肥 4 万多元，种
出的红心火龙果口感好，价格高，深受上海、苏州等地消费
者的青睐，果园每亩年产量达 1500 到 2000 公斤，亩产值
达 2 万多元。

“我在这里常年帮助果园锄草、施肥、整枝、摘果、包装，
一年能有 2 万元左右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的小孩和老人，
我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40 多岁的村民唐娟感激地说。

西葫芦成野金葫芦冶
走进海河镇万亩有机果蔬园，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银

光闪烁，大棚内西葫芦长势旺盛，生机一片，圆滚滚的果子
一个挨着一个。村民们 9 月底种植的西葫芦现在已经成熟
了，可以采摘收获至来年 6 月份。

“西葫芦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有润泽肌肤、除烦止渴、减
肥瘦身、提高免疫力等功效。”该镇种植大户龚建金已经种
植西葫芦 10 年之久，他介绍起西葫芦的效用如数家珍，“设
施农业投入大，但是效益也高。我流转的 93 亩地一共建了
16 个钢架大棚，需要投资近百万元。但西葫芦每棚可年产
西葫芦 15 吨左右，除去生产成本、租金、工资，每棚可获纯
效益 25000 元。”

“这里光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比较肥沃；河网密布，
水资源丰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
该镇农技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目前，该镇现有西葫芦种植面积 1.2 万亩，是全国最大
的西葫芦生产基地之一。产地实施无公害的标准流程，生产
的西葫芦符合绿色食品 A 级标准，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通过无公害产地认证。

奏响乡村振兴“致富曲”
——— 我县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掠影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 渊记者 吴炘恒冤11
月 25 日下午，县政府第九次常
务会议在县行政中心二楼西会议
室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宁主
持会议并讲话。

在与会人员共同继续学习党
的二十大报告后，王宁要求，各镇
区、各部门单位要把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同中央“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结合起来，同当前的工作实
际结合起来，把防疫工作的漏洞
补到位，确保扎紧篱笆；把安全生
产隐患风险排干净，确保守牢底
线；把指标考核抓到底，力争最好
结果，打好收官战；同时，要抓紧
谋划明年工作，把“、二十大精神
和要求融入到明年工作中去，以
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射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内容后，王宁强调，《条例》是
规范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的
重要遵循，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安全理念，体现了党
和国家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依
法严惩事故责任人的决心，各镇
区、各部门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利用集体会议、党员活动日
等组织工作人员集中学习，确保
准确把握《条例》精神。要督促辖
区和主管行业重点企事业单位把

《条例》纳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
划，切实组织好相关人员学习培
训，增强相关从业人员遵章守法
的意识，形成全社会共抓安全的良好氛围。

会议研究讨论并原则同意《射阳县人民政府“三重
一大”事项行政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王宁强调，制定出
台“三重一大”事项行政决策制度是国务院和省、市统
一部署推进的重要工作，是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
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规范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
行为的重要举措。各镇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认真组织学习研究，逐条逐项厘清“三重一
大”事项具体指代范围和涉及事项具体决策程序，确保
认识清晰、把握准确。要认真对照《办法》规定，对牵头
推进的“三重一大”事项，细致做好公开征求意见、专家
论证、公示听证、风险评估等前期工作。要常态化开展
工作督查，定期对县政府“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流程回
头看，对发现流程不合规的事项要及时督促纠正，对照
县政府相关会议纪要，对“三重一大”事项进行分解，督
促相关责任单位按序时推进。

会议研究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今年 1-10 月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全年收支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关
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会
议还研究了其他有关事项。

县领导凌晓东、胥亮亮、王胜、王占芬、吴海燕、张
超、陈剑峰、孙良海、吴俊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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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上午，
在四明镇瑞恩新材料有
限公司的车间里，200
多台喷水织机机声隆
隆、飞速运转。该公司
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国

的订单，公司负责人冯玉龙正在通过互联网申请产品出口相关事宜。
该公司专业生产汽车线束胶带用涤纶和尼龙基布的生产，项目采用德

国 Trutzschler 公司研发的最新技术，利用先进的 DCS 系统，使产品质量
稳定在高水平的同时，降低物料消耗。凭借产品性能稳定、价格适中的优势
在国内同类型行业中排名靠前，深受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上游企业的青
睐。近年来，新能源车辆产业的崛起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竞争机会，作为
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公司抢抓有利时机，引进喷水织机、加弹机、牵经
机等生产设备 400 多台套，每月可生产汽车线束胶带用涤纶和尼龙基布 3
万米，销售额达到 800 万元。

“我们车间的生产设备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你眼前的一百台喷水织机同
时运行，只要 10 名产线工人负责巡查和管理就够了。当前我们的在手订单
已经排到明年 3 月份，公司所有的设备都停人不停机，开足马力，全天候赶
制订单。”冯玉龙介绍道。

走出国门赚“洋钱”，瑞恩新材料汽车线束胶带用涤纶和尼龙基布搭上
了国际巨轮，在复杂多变的外贸市场里劈波斩浪。冯玉龙说:“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是企业下一阶段的重点
任务。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推动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瑞恩新材料

目光向外赚“洋钱”
本报记者 盛诚

“叔叔，阿姨您好！现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同时我们正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这两项工作都需要你们的配合与支持……”11 月 26 日下午，
寒风呼啸，冷气逼人。在县城兴东社区，几名身着红色马甲戴着小红帽的
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讲解疫情防控和创文知识，用实际行动为我县的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助力添彩。

为形成全民参与疫情防控、共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连日来，
兴东社区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按照区域相连、
户数相近的原则，将辖区内的 3600 多户居民细划为 36 个小网格管理，落
实网格包片责任，将责任压实到社区干部、党员、联创联建单位志愿者身
上，整合创文、疫情防控等多项工作，做到一网管理、高效集成，让“小网
格”推动社区“大文明”。

“我们兴东社区的网格志愿者充分发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纷纷
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和创文宣传，解决群众生活中的难题，
群众纷纷点赞。”该社区党总支书记蒯本军告诉记者。该社区百余名党员
志愿者、社区干部共同开展“‘文明’来敲门 宣传小区”活动，在辖区内的各
小区、居民小组，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齐心合力来防疫，携手共创文明城。作为射阳的新市民，要时刻树立
个人防护意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说文明话、办
文明事、做文明人，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个人力量。”该社区居民胡春
忠说。

网格志愿者为创文“加油”
本报记者 杨向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下一步，千秋镇将锚定‘勇当射阳
河畔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总目标，全力绘就

‘射阳河畔好风光’的千秋画卷，推动二十大精神在全
镇得到最坚决、最全面、最有力的贯彻落实。”近日，千
秋镇党委书记蔡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学在深处强信念，干在实处谋争先。今年以来，千
秋镇坚持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精准发力、
强势推进，大力打造“1+2”一带两园，致力做美射阳河
畔风光带，做精中小企业科创园，做特现代农业示范
园。聚焦高质量发展，聚力加速度崛起，抓招商、攻项
目、强产业、蓄动能。1—10 月份，实现规上应税开票
销售 4.8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3.43 亿元，规上入库税
收 1698 万元,增幅分别为 15.55%、35.04%、31.74%。

蔡雪峰说，要在项目建设上奋力突围。坚持以企
业大走访积蓄发展动力，以项目大推进厚植发展根
基，以产业大招商提升发展质态，全面激发产业发展
新动能。成功盘活金澜纺织项目，新签约林夕纺织、雷
工工具 2 个亿元以上项目，新开工炜烨自动化、林夕
纺织 2 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新竣工春竹香料技改、

恒兴纸业、开谷食品等 3 个亿元以下项目，翰信纺织
获评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炜烨自动化、平源科技等
8 家企业获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炜烨自动化项目
实现“拿地即开工”。

要在农业发展上释放潜能。立足传统农业提效
益、特色农业上水平、高效农业出品位，全面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全力推进 1.26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年内已创成省级家庭农场 2 家，培育联合村省级
示范合作社 1 家，所有村年集体经营收入均超 40 万
元，其中 2 家已超百万元。实施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
推广项目 2 万亩；鹤湘缘一期 200 亩设施葡萄项目再
扩 150 亩，同步配套建设冷链仓储物流项目；新上投
资 1 亿元的集蔬菜收购、仓储、分拣、包装、冷链运输、
出口于一体的荣扬农业项目，让“菜篮子”成为助农增
收“钱袋子”。

要在重点内容上破题起势。千秋镇立足“一带两
翼三大板块”，围绕射阳河畔风光带，以海千线为轴，
以推广、沙港两个半岛为两翼，打造康养民宿、高效农
业、乡村旅游三大板块，绘就“水绿风光养眼、良好生
态养生”的射阳河畔好风光。成功签约生态康养项目，
擦亮“杨氏骨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招牌，与杨氏

骨科医院形成“阳杨联动”，加快阳河湾生态康养示范
基地一期建设，一期 27 亩现已完成土地摘牌，12000
平方新院址正在进行深度规划设计，建设集“医养、康
养、疗养”为一体的健康综合服务中心，配套民宿项目
建设，打造“阡陌河田，枕水而居”的现代生态康养 IP。
紧扣“人间烟火气，最美阳河湾”的目标定位，做好沙
港新型社区“后半篇文章”，西延打通 8 公里射阳河旅
游公路，启动建设千亩芡实种植基地、“为荷而来”千
亩荷塘水韵，打造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推动千秋大
有作为。

望远方觉天地宽，实干方能破浪行。蔡雪峰表示，
千秋镇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更高站位扛起
使命，以更宽视野谋划新篇，以更优路径争先进位，砥
砺奋进再发力、披荆斩棘勇攀登，锚定全年目标，全力
实现最好结果。

勇当射阳河畔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 访千秋镇党委书记蔡雪峰

本报记者 刘燕 杨健 通讯员 朱菁雯 宋叶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内的江苏暖
阳半导体科技是一家专注于 LED 芯
片测试分选和封装领域的公司袁 拥有
近 30 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袁 与北京
大学合作建立的北大－射阳拉曼半导
体联合实验室袁 从事新一代显示的
MINILED 研发袁开拓小尺寸分选技术
及自动化改造业务遥当前袁该公司上足
人力袁全力赶制一批苹果订单袁预计年
可实现开票销售 5 亿元遥 图为该公司
火热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