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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县抢抓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以建设省农
业现代化先行区为追求，以第二批省数字乡村试点为契
机，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手段，探索形成
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1+4+N”数字乡村建设模式，努力
打造数字乡村“射阳样板”。2022 年，我县电商销售额超
30 亿元，成功获评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射
阳现代农业产业园、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成省级
数字农业农村基地。

搭乘“数字化高铁”，我县农产品走上长三角的饭桌，
在上海的盒马生鲜可以吃到来自四明镇的小龙虾，买到
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有保障的射阳大米；在京东、淘宝、微
信等网络平台直接下单，次日就能收到来自兴桥镇的土
鸡蛋、黄沙港镇的海鲜以及洋马镇的菊花茶；合德凤谷樱
歌车厘子采摘园、特庸桑乐田园、洋马鹤乡菊海等景点都

开通了线上售票，只要轻点手机屏幕，就能让住在大城市
的朋友感受一波乡村风情。

人勤春来早。位于四明镇的“芯谷里”射阳大米无人
智慧农场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目之所及皆是火热的
建设场面。“目前正在积土，育秧大棚及农机装备库、智慧
灌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智能育种科创温室大棚、智能农
机库已开工建设。”现场负责人张奎告诉记者，项目建成
后，可以利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式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与
此同时，我县着力打造的凤谷樱歌车厘子智能温室、射阳
牧原数字牧场、康余水产黄颡鱼智慧渔场等一批数字应
用典型正在加速推进。

截至目前，我县累计建成 5G 基站 1066 个，千兆光
纤覆盖率 100%；县镇村三级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市县互
联互通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完成可视化空间地理库和电
子证照库建设；运营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农业用水监测
管理系统、59 家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全县网店数量达到
1956 个；全县高清监控数达 11200 多个，全面构筑起立
体化、智能化、网格化技防泛在感知体系。

2023 年，我县计划总投资 6 亿多元，以现有数字化
建设成果为基础，充分整合信息化资源，建设“1（数字乡
村运营决策调度中心）+4（基础设施数字化、农村数字经
济、智慧绿色乡村、数字乡村治理）+N（N 个场景应用）”
的体系架构，打造农村 5G 基站 160 座，建立农产品全程

冷链物流模式，新建大米全产业链可视化系统，续建数字
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提升智慧渔港，运营中央厨房配送中
心等 24 项重点工程。

在制定全县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各
相关条线任务分工的基础上，我县将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运营决策调度中心建设，综合集成农业农村领域数据、算
力等模块，统建数据归集“一个仓”，实现全县农业产业资
源底数、时空分布和生产结构实时监测。聚焦稳产保供、
安全生产、共同富裕等重点任务，开发系列应用，积极打
造特色应用场景。抓好应用上线贯通落地，推进应用全贯
通、主体全上线。紧扣大米、渔业等重点产业，完善融合射
阳大米溯源系统和全产业链可视化系统，升级改造农产
品检测中心，贯通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积极
培育智慧农场，引导支持各类主体对基础设施、机械装备
等产业链条进行数字化改造，推进生产经营全过程数字
化智能化。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加
快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建成数字化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
系。创新“鹤享优品”等应用场景，推进产加销对接平台建
设，大力培育村播电商等新业态。同时，提高农村地区 5G
信号覆盖率，继续实施农村广电网络全光网改造工程。加
快探索数字化治理新模式，推进乡村数字新服务，应用云
资源、数据共享交换、数据治理等技术，促进公共服务城
乡融合共享。

浇筑乡村振兴“数字底座”
———我县探索“1+4+N”数字乡村建设模式侧记

本报通讯员 胡立业 周洁 记者 周蓉蓉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机械手臂

灵活伸展的 KR 机器人、全自动的上
下料抛丸系统、能进行逆向分析的蔡
司三坐标测量仪……近日，记者走进
位于兴桥镇的盐城金刚星精密锻造公
司，一台台轰鸣的机器整齐排列。

“公司近年来投入 1000 多万元进
行研发，现有 20 多项专利，先后获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民营科技企业、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市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公
司总经理刘向东告诉记者。

硕果的背后是下“深功夫”，这需
要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向智能化攀登
的决心，更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

2 月 16 日，我县出台《关于贯彻落
实省市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若
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50 条精准
性强、含金量高、扶持力度大的政策措
施新鲜出炉，其中第 11 条靶向聚焦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明确提出对
单项冠军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
新型中小企业分别给予 100 万元、100
万元、30 万元和 5 万元一次性奖励，
以“真金白银”点燃科技型企业“腾飞
之火”。

“正是有了政府各项政策服务作
保障，才让企业无后顾之忧搞研发、向
前冲。”刘向东表示，近年来，我县加大
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优化相关服务，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很大助力。

“感谢工信局专门举办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申报专题培训会，邀请
专家解答我们在申报过程中的疑惑，
听完后受益良多，感觉信心更足了。”
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综合性药品企业，业务遍及
欧盟、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国外
市场，被列入我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培育名单。该公司研发中心国内
注册主管唐静告诉记者，在政府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该公司目前正有序准
备相关申报材料。

“真金白银”为企业“补气血”，贴
心服务则是为企业“通经络”。“我县现有创新型中小企业
169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4 家，科技型企业群体正
加速壮大。”县工信局中小企业科科长刘新蕾告诉记者，下
一步，县工信局将从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文化氛
围等多方面优化创新生态，进一步营造企业敢创新、能创
新、会创新的良好环境，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在射阳大地充分
涌流、竞相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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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彩虹 唯娜 素印 晓莉冤3 月 10 日下午，
合德镇居民钱俊豪来到镇便民服务中心，现场领取爱女的出生医
学证明、户口页、社保卡等证照。“真是没想到，我只填了一张申请
表，提交了 3 份材料，1 天内就办好了需要派出所、人社、医保等几
个部门经办的事！”钱先生无比感叹。据悉，这是全市首例由县行政
审批局下沉到镇便民服务中心代办的自然人全生命周期“一件事”
业务。

近年来，县行政审批局始终秉持“创新”理念，坚持需求导向原
则，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竭力打造 15 分钟政务服务圈，推动政务
服务事项全程帮办、一件事一次办，最大限度为群众解决急事、难
事、烦事，取得明显成效。该局在梳理出 50 项一件事清单基础上，
在关联事项审批中，先后推出新生儿出生、军旅荣归、初次就业等
多项自然人跨部门“一件事”，将涉及的相关审批服务事项打包，提
供套餐式、主题式服务，实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限时
办结，实现“多门”变“一门”，促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集成融合，持
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为切实给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便利化服务，县
行政审批局在县级大厅“一件事”业务日趋成熟的基础上，超前谋
划县镇两级联动的办理模式，推动“一件事”改革纵向延伸覆盖，选
择有条件的镇区派专人到县市民中心“一件事”专窗接受业务培
训，让镇区企业群众“就近办”逐步成为现实。

县率先落地全市镇级自然人
全生命周期“一件事”专窗

眼下，正值小麦返青、拔节关键期，合德镇农民紧抓有利时机，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有序开展春管，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3 月 9 日下午，在该镇耦耕堂村明亮家庭农场的麦田里，2 台
大型自走式植保机正进行喷雾作业。“相比无人机，这种自走式植
保机具有作业时间长、喷洒均匀等特点。”农场负责人顾明勇告诉
记者，趁着近期气温回升，农场组织大型植保机，不仅对农场种植
的 400 亩小麦开展化学除草和病虫害防治，还为周边农户的小麦
进行托管田间管理。

为做好今年的田管，顾明勇提前改良植保机喷头过滤网，给植
保机新装北斗导航设备。“安装北斗导航设备，不仅可以减少漏喷
重喷，降低农药成本，还能随时调取托管服务数据，切实保障被托
管人权益。”顾明勇乐呵呵地表示，干了这么多年，靠着这些“新武
器”提高田管水平，越干越轻松。他说，冬小麦播种后风调雨顺，生
长好；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向种植户传授科学田管技
术，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今夏又将迎来小麦丰收。

除了使用新机械、新设备，今年，该镇还采用新技术，确保小麦
稳穗增产。在张林村立标谷物种植家庭农场，镇农技人员正对小麦
开展苗情数据分析。“小麦长得好，主要得益于去年栽种时引进了
新技术。”农场主王立标说，去年，他按农技人员建议，采用种子绳
播技术，通过种子编织机将小麦种子定量定距编织进种子线内，进
行精确单粒播种。使用这项新技术不仅节省种子，田管时还节约化
肥农药，出的苗还壮，分蘖能力更强。“这些都是高效田管、节本增
效的秘密武器，我对今年夏粮丰收充满信心。”王立标高兴地说。

新农人田管“新武器”
本报通讯员 于潇潇 记者 杨向东 在十字路口帮助指挥交通的“红马甲”，深入群众家

中成为默契邻里关系的“老娘舅”，奔走在城乡为关爱孩
子献出爱心的“蓝纸鹤”……三月的鹤乡，目之所及皆是
温馨画面，迎面而来都是感动的瞬间。“雷锋”———这个
从未离我们远去的名字，在这个春天，依旧作为一种精
神在默默滋养着射阳这座城。

完善服务机制袁让文明之花绽放鹤乡
满城尽飘志愿红，绣出文明好风景。随着全国学雷

锋纪念日的到来，全县学雷锋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3 月 3 日下午，2023 年度射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暨“向雷锋同志学习”志愿服务行动启动仪式
在黄沙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举行，15 支镇（区）志
愿服务支队和 10 支县直志愿服务分队举行出旗仪式，
发布包括“组织统筹、融入结合、三项评选、阵地拓展、活
动引领”等内容的学雷锋活动长效推进“十项机制”，公
布 42 个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让全员学雷锋、全年学雷
锋、全面学雷锋成为生活常态。

近年来，我县抢抓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契机，以落
实“党组织书记重点任务清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需
求清单和志愿服务项目清单”强化推进，借力每周六文
明实践集中志愿服务日，实施省市级文明单位结对 15
个镇区、县级文明单位结对 238 个村居（社区），打造“幸
福千万 +”爱心助残、“238 村讲在身边”等诸多特色项
目，推动学雷锋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培树榜样典型袁让有爱射阳品牌闪亮
雷锋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

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点点微光，聚而成炬；潺潺溪流，汇而成江。在射阳

这片土地上，甘为“螺丝钉”，以微薄力量为这座城默默
作出奉献的人有很多。县助残志愿者联合会党支部书
记、会长董标就是其中一位。

“雷锋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在接受采访时，董标
如是说。他几十年如一日，热心公益事业。2017 年，他发
起成立助残志愿者联合会。截至目前，开展大型公益活
动 1300 余场次，发放慰问物资价值 300 余万元，帮扶
弱势群体 1.1 万余人次。今年，他光荣入选 2022 年度省
优秀志愿者。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多年来，我县始终坚持用榜样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每
年举办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发布学雷锋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四个十佳”，以“站长说”拉练赛、“全民阅
读推广人”擂台赛等丰富活动，探索打造雷锋少年、百姓
雷锋等现象级学雷锋活动品牌。从连续九年组织“寻找
最美射阳人”活动，376 人入选“好人库”，到 360 个志愿
服务驿站建起“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着力通过培
树榜样典型，做强做特学雷锋品牌项目，不断激发起“好
人效应”。

截至目前，全县新增好人典型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涌现“中国好人”“江苏好人”等各类道德模范 328 名，建
成 450 个“有爱射阳 最美鹤乡”榜、390 个道德讲堂和
252 人的好人事迹宣讲团，开展宣传美德善行活动
1500 余场（次），8 户家庭先后当选省市“文明家庭”“最
美家庭”“五好家庭”，共 839 个个人（团体）获评“最美射
阳人”。

倡导全民参与袁让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本以为学雷锋就是要做好事，今天通过志愿者的

宣讲，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永远
学习的人！”在特庸镇举办的“学习雷锋精神 强国复兴
有我”志愿服务活动中，居民刘本清倾听雷锋故事后，心
中涌起无限感慨。

不只限于每年的三月，不只限于某个固定场所，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正常态化红红火火地遍及鹤乡大地。

连日来，在田间地头、车间街道、社区工厂，随处可见进
行中的志愿服务活动。

县同心小学的师生们走进社会福利院，与老人拉家
常，帮老人打扫卫生，大家在欢乐的氛围里唱起《学习雷
锋好榜样》《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歌曲；四明镇街道
的十字路口，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们，举着小红旗提醒
人们注意交通规则，用小喇叭宣传安全防范知识；县检
察院“蓝纸鹤”团队联合县妇联开展法治宣传活动，以

“预防网络犯罪”为主题，帮助孩子们理清网络世界的
“好”与“坏”……

对照各个年龄层次群众的需求，我县志愿服务总队
将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等阵地
相融合，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志愿服务活动，真正把

“向雷锋同志学习”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日常的工作
生活中。全县 21.5 万志愿者、931 个志愿服务组织、
2156 支志愿服务队，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热心群众积极
响应“沐光向海志愿美”号召，大批青年志愿者、巾帼志
愿者、助残志愿者等走在学雷锋活动第一线，成功构建
起“传承雷锋精神 弘扬时代新风”的“无形阵地”。

一粒沙，可以体现大山的坚韧；一滴水，可以折射太
阳的光辉。35 年前，生态卫士徐秀娟用生命保护丹顶鹤
的故事依旧在这里深情传唱。如今，各类学雷锋志愿服
务如春风送入万家，如清泉涌入心田，“有爱射阳 沐光
向海”的品牌更加闪亮。

一种精神，滋养一座城
———我县开展学雷锋活动扫描

本报通讯员 丁正清 记者 周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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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河镇的欧莱菲环保材料项目总投资
1.5亿元袁专门从事全屋定制相关产品的研发尧
生产尧销售袁长期与索菲亚尧志邦尧方太等 50多
家国内知名家居企业合作遥 该项目新上 3条肤
感板材生产线袁购置迈克数控成型机等设备 60
台渊套冤袁全部投产后年可生产 50 万张环保板
材袁实现销售收入 2亿元遥 彭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