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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洋 姜明） 4月14日，

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封春晴率队来

海，调研党建联系点以及乡村振兴示范村、

先进村建设情况。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张明

星，市委组织部、相关区镇街道及村社区负

责人参加活动。

在李堡镇杨庄村智慧农业园，封春晴

一行现场观看了农产品直播带货，了解了

关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规划部署；在

知行实践馆，封春晴一行参观了村党组织

书记“头雁孵化器”、流动党员“红雁之家”，

观看了村干部专职化管理纪录片。封春晴

认为，杨庄村紧紧围绕红色传承、思想传

播、乡风文明、环境优美等新农村建设主

题，有机融合，全面发力，实现了“富起来、

乐起来、美起来”的蜕变。

在曲塘镇刘圩村，封春晴一行实地察

看了向阳人家、党群服务中心等处，着重听

取了活力党建、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生态

环境提升等情况介绍。封春晴指出，刘圩

村党委以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全面推

动乡村振兴，实现了从“双创”到“双富”到

“双新”的不断提升。

封春晴一行还前往阿尔法电子机械

（南通）有限公司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项目

现场进行察看。他希望相关区镇、部门及

时关注和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封春晴认为，海安各地、各单位坚持党建

引领，充分整合各类资源，因地制宜推动党建

工作与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乡风文明等深度

融合，做了大量扎实有力、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强调，要以党建引领组织振兴，推动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

组织建设抓在手上，把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要以党建引领人才振兴，持续配

强班子、建强队伍，围绕村社区两委“履新

起航七件事”抓好部署，大力实施新一轮村

社区后备干部培养计划，积极实施优秀人

才回引计划，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封春晴指出，要以党建引领产业振兴，

带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探索推广“党组

织+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高质量引进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乡村旅游、电

子商务、养老服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要以党建引领文化振兴，弘扬优秀文化、文

明乡风，持续推进“党建+文化”工作模式，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要以党建引领生态振

兴，实现乡村美丽、生态宜居，扎实推动乡

村环境治理、示范片区建设，持续擦亮乡村

振兴生态宜居鲜亮底色。

于立忠表示，海安坚持规划先行，迅速

动员部署，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乡村振

兴各项工作开展，目前乡村振兴示范村、先

进村建设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推进。接下

来，海安将围绕会议精神和有关要求，注意

培育导向，抓好关键环节，持续巩固提升，

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推动乡村振兴持

续走在前列。

于立忠对与会村社区、企业相关工作

作了点评。

张明星从头雁领航、两新组织、政策文

件、换届选举等方面，汇报了抓基层党建、

促乡村振兴的各项举措，并表示将从严从

细抓好落实。

达欣集团，海安街道星海社区，胡集街

道谭港村、田庄村、胡集村，曲塘镇刘圩村

负责人依次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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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南通革命老区行”融媒体

新闻行动首站来到了李堡镇。在“仲氏文

史阅展之家”，记者们参观了党史宣教室、

李堡老区革命斗争史室、文史综合展室和

两见毛主席纪念室4个图文并茂的专题展

厅，聆听了“仲氏文史阅展之家”创办人仲

新平老人讲述的“三打李堡”革命故事，用

心感受着革命老区李堡镇的今昔对比图

景。

春天，革命老区李堡迎来了一年中最

美的时节。蒋庄村九久乐家庭农场，葡萄

藤萌芽、葡萄串初现，12名零工正在更换

智能大棚的覆膜。“一天能赚好几十，逢年

过节还有慰问金，农场主印大哥对我们很

好。”家住该村 23组的建档立卡户张广兴

是零工中的一员，因肺部疾病，原先的瓦

工活儿不能干了，就到农场做些除草、装

箱的简单工作。

棚内，一群妇女正在除草。仲志美放

下锄头说：“在农场干了好几年，一年有两

万多元的收入。”今年 77岁的她，身体硬

朗，老伴也闲不住，出去做木工；上有93岁

的婆婆，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的孙子

在李堡镇上学，五世同堂，生活美满。李

堡是革命老区，仲志美经常听婆婆讲战争

往事，“婆婆说，共产党领导之后，天下就

太平了，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仲志美告

诉记者。

作为老区扶贫的文明实践点及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基

地，九久乐家庭农场通过聘请零工、对无

劳动力的家庭提供帮扶资金、免费发放果

树苗并定期邀请技术专家进行辅导等方

式，帮助周边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3年
来，农场先后结对帮扶 38户贫困户，累计

支付工资 10万余元，免费发放果树苗 400
余株、蚕豆原种 1500 多斤、化肥 6000 多

斤，帮助6户7人摘掉了贫困帽子。

【下转2版】

红色热土滋养乡村振兴之“根”
■ 记者 吴晓华

打造家具企业的
“梦想实验室”

■ 记者 蔡诚

4月9日，东部家具创客空间正式启用，海安

家具电商企业迎来新的发展平台。目前，大佧

家具、宫廷夫人、艾米设计、红线文化、伟业海绵

等多家企业已入驻。

东部家具创客空间坐落于东部家具材料市

场，总面积 3250 平方米，可容纳 25 家企业入

驻。创客空间重点围绕产品设计、新品发布、产

品推广、电子商务等领域，致力于为家具电商企

业构建一个线上线下深度联动的生态化服务体

系，有效激发企业电商成长的乘数效应。

“选择入驻东部家具创客空间，是因为它优

质的服务，给予我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事业

的沃土、安心创业的家园。”大佧家具旗舰店总

经理潘亚勇说，东部家具创客空间为入驻企业

提供项目提炼、资源整合、税务登记、工商注册、

人力资源、专利申请等全方位、全流程的专业服

务。

东部家具创客空间的正式启用，为海安家

具全产业链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拓展了新空间、

注入了新动能，对进一步促进海安现代家具产

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海安家具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创客空间将进一

步完善共享平台建设，提升服务硬实力，鼓励有

条件的家具企业积极入驻，建设起机制灵活、功

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创业创新孵化器和创客平

台，打造家具电商行业多点发力、全面开花的生

动局面。”东部家具材料市场海安有限公司招商

部经理何中梅表示。

4月10日，在高新区总投资50亿元

的阿尔法电子机械项目现场，上百名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大规模基础开挖，全力

以赴赶进度，争分夺秒抢工期。作为落

户海安电子信息产业园单体投资最大

的项目，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超百亿元，并将有力促进我市5G、

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等前沿产业发

展。本月底，该项目 25.3万平方米的

厂房基础工程将按节点出正负零。

重大项目是我市高质量发展的

“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猛攻重大项目不松劲。上半年，

全市计划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110
个，其中，一季度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达半数以上，10亿元以上项目 15个。

入选省、市级重大项目14个，项目数持

续位列南通市前茅。“今年新开工的项

目涉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

域，必将对海安的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动能转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市发改

委固定资产投资科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我市项目建设除呈现集聚

度高、投资规模大等特点外，“二期”项

目持续涌现也是项目持续高位发展的

一大亮点和特色。一季度，亚太轻合

金、曙光新能源、东屹纺织、百威电气、

汇优嘉、鹰球粉末等一大批“二期”“三

期”项目纷纷上马，为海安项目建设注

入强劲动能。

4月 6日，在南通东屹高新纤维科

技有限公司的二期项目建设现场，记

者看到，工人们在有条不紊地操作机

械设备，林立的塔吊将一捆捆钢材运

往 2号车间建设平台，现场一片忙碌景象。企业总

经理华庆洲告诉记者，选择上马二期项目，因为中

意海安，无论从项目服务、营商环境还是创新氛围

来看，海安都是首屈一指的。据了解，该项目二期

将新增织造、印染、复合等相关设备 100台套，总投

资10亿元，预计全部投产后可生产各类功能性纺织

面料9800万平方米，年销售将突破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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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周五）中午12∶00，市城市

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许祥法将走进市融媒体中心《海安

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就城市管理相关

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海安人民广播电

台FM88.8、海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海

安播报微信公众号、悦海安 APP 同步直

播。届时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896919、

88896929、88896941、88896110 参与投诉

或咨询建议。

4月13日，市老年科技协会农业分会的10多名老年科技工作者来到雅周现代农业园，走访园区各种植基地和专业

合作社，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确保丰产增收。 翟慧勇 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扮靓美丽村庄扮靓美丽村庄
绘就乡村振兴幸福底色绘就乡村振兴幸福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