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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本报讯（南通日报记者 杨
新明 通讯员 李长铭） 25 日下
午，在 2022中国丝绸大会上，在
蚕经济领域耕耘 38年的县蚕桑
指导站站长韩益飞被中国丝绸协
会授予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
奖荣誉称号，全国共有 35人获此
殊荣。

1984年7月大学毕业，韩益飞
开始了泡在基层一线从事蚕桑科
技推广工作的漫长之路。2011
年，他把目光投向全龄人工饲料养
蚕。找到几个养蚕技术过硬的共
育大户，商讨人工饲料养蚕的设
想。蚕农积极推广，小蚕人工饲料
共育技术在如东大地全面开花。

把人工饲料养蚕新技术推向
全国，韩益飞通过持续创新，在全
国率先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人工
饲料养蚕实用技术，解决了“养蚕
安全、饲料成本、茧丝质量”等三

大难题，创造并保持着多项全国
纪录，建立了全国唯一的农村人
工饲料养蚕示范平台。他主持制
定《稚蚕人工饲料共育技术标准》
《家蚕小蚕人工饲料饲育技术规
程》《全龄人工饲料养蚕技术规
程》等 5个南通市地方标准，主持
制定的《稚蚕人工饲料共育技术
规程》成为我国饲料养蚕史上的
首部省级地方标准，与相关单位
联合制定的全国首部桑蚕配合饲
料全龄饲育技术团体标准《桑蚕
配合饲料全龄饲育技术规程》于
今年4月2日实施。

推动我国蚕桑丝绸业转型升
级和富民强村，韩益飞先后培训
本地农民近 4万人次。他还赴安
徽、江西、四川、陕西等地讲授饲
料养蚕技术，经过他的悉心指导，
不少人成为当地饲料养蚕技术领
跑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顾
颖 张凯 徐建彬） 28日上午，岔
河镇“深蓝优家智造园”项目正式
奠基，为岔河镇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

“深蓝优家智造园”产业基地
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占地
面积 148亩，致力打造成集制造
研发、新兴产业、节能减排、金融
服务和智慧园区管理为一体的新
型产业园区。项目建设周期 36
个月，项目建成企业入驻并正常
生产后，可形成年销售收入 15到
20亿元的规模，亩均入库税收超
过15万元。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蓉

蓉出席活动并讲话。她希望，参
与建设各方持续关注项目建设进
度，全力以赴高质量推进项目建
设；抢抓机遇，同时坚守好疫情防
控、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底线，确
保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岔河
镇和相关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健全工作机制，主动靠
前服务，梳理项目建设问题清单，
破解项目推进中的瓶颈问题，高
效率提升保障能力。

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蔡宏
伟宣布项目开工。副县长刘莉、
县政协调研员桑健参加活动，并
与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为
项目奠基培土。

“起初我们养殖场只有百十来人，
现在已经增加到三百个。这几年村里
对滩涂加强管理，盘活经营，现在我们
村每个人能拿到的分红收益也在逐年
增加，每年都会加一两千块钱，其他福
利也在提升。”长沙镇滨海村滨海养殖
一场工作人员杨军告诉记者，他对现
在的生活充满期盼。

长沙镇滨海村拥有 14万亩天然
滩涂，是我县典型的渔业村，去年被评
为省“特色田园乡村”。今年，全村充
分利用滩涂面积广的资源优势，发展
渔旅融合、文旅融合、体旅融合，滩涂
产业繁荣发展。

滩涂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业，村
营增收。从2003 年开始，滨海村就构
建了“公司+合作社＋渔民”合作经营
模式，拥有了 1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14万亩天然滩涂也让滨海村成为同时
拥有文蛤、条斑紫菜、黄沙泥螺三种农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产业基地，
惠及全村。

孙力力是滨海村滩涂养殖有限公
司养殖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滩涂养殖
公司共有三个养殖场，员工皆来自于
本村，以往文蛤每年产量在 1800吨，
今年文蛤产量预计达到 2100吨，预计
产值达到 3000余万元，村民们因此也

能享受到更多的发展红利。“文蛤已经
收货结束，现在滩涂开始进行紫菜养
殖，预计今年条斑紫菜产值能达到三
百多万元，村民工资一般在四千到六
千多元不等，产量越高，发放的绩效也
越高。”

口袋鼓起来，生活也要美起来。
滨海村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
势开发具有主客共享休憩空间的乡
村旅游产品，如海上迪斯科、沙滩风
筝、滨海垂钓等。同时新建了村史
馆、文化大礼堂、法治文化广场、志愿
服务驿站等场所，结合风俗习惯、重
要节日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
传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滨
海村党总支书记马步松介绍，近两年
滨海村还启动了整村规划设计，按计
划分步投入 1000多万元用于全村综
合整治。在污水纳管、墙体喷绘、黑
臭水体整治、美丽农村路等公共卫生

事业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门前
三包”责任制，引导群众自觉形成“村
庄美丽靠大家”的主人翁意识。“前几
年河道到处都是杂草，臭气熏人，道
路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雨天身上
溅泥水。改造以后，河变直了，水变
清鱼也多了，来我们这钓鱼的人也多
了。村路进行重新规范划线，交通安
全有了保障，我们很高兴。”滨海村村
民陈志林看着自家门口的河道、村路
满是赞许。

振兴乡村，离不开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马步松表示，滨海村将紧
紧抓住历史机遇，把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农业乡村振兴方面的新部署、
新要求和报告中蕴合的新思想、新观
点，转化为抓好各项工作的具体措施
和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依托资源禀
赋，实现特色渔业“链”式发展，让滨海
村的渔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长沙镇滨海村通过渔旅融合、文旅融合、体旅融合，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鼓起村民“钱袋子”——

渔业村的“幸福密码”
□ 全媒体记者 高瑾敏 朱南州 冯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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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
婷）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
强寒潮天气影响，我县将出现明
显降温及大风天气。28至30日最
低气温下降 12～15℃，过程最低
气温在1℃左右，出现在12月1日
和 2日的早晨。最大风力出现在
29日，陆上6～7级、沿海地区7～8
级、海区9～10级的西北大风。

据预报显示，29 日阴有小
雨，偏北风 5～7 级,海区 7～10
级，气温 9～13℃；30日到 12月 1
日阴，局部有小雨夹雪或小雪，偏
北风5～7级逐渐减小到4～5级，
气温 1～6℃；2日阴转多云，气温
1～10℃。3至 4日还将有一次中

雨过程。
虽然此次寒潮降温明显，最

低气温也低至 1℃左右，但由于
后续没有冷空气继续补充和降水
的影响，我县气温还将略有回升，
3至4日，最高气温达到13℃。根
据气温预报，预计我县将在 12月
上旬末或中旬初进入气象意义上
的冬季，较常年明显偏晚，我县常
年入冬在11月25日前后。

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
要注意防范大风、强降温及雨雪
天气对户外作业、交通运输、设施
农业、海洋渔业、水电气供应、安
全生产、人体健康等方面的不利
影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建明 张
家东）昨天，在南通吉优食品有限公
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
着包装烤海苔。下个月，这些带有“如
意东方”区域公用品牌和“海之旅”企
业自有品牌的双标烤海苔就将进入市
场，走上全国各地百姓的餐桌。

吉优食品是“如意东方”首批 7家
授权企业的其中一家。该企业被授
权后，通过科学、系统的培训学习，优
化了企业整体发展思路，加大了品牌
创建和品牌保护意识。公司总经理
李承凯说:“通过创建，让我们意识到
必须从粗放型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
型，要严把产品质量关，加大品牌推
广力度，全方位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让企业逐步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

之路。”
“如意东方”是县供销合作总社

与县国有企业东和集团牵头打造的
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全县域、全品类、
全产业链区域公用品牌，以如东农业
环境、农业文化、农业特色为基础，由
江苏东和供销有限公司具体运营，进
一步提高如东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
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

作为农业大县，我县是粮食、蔬
菜、水果等高品质农产品出产地。如
何让这些优质的农产品转化成为好
商品、名商品？我县加快实施品牌强
农战略，以“如意东方”区域公用品牌
的创建为契机，通过标准化生产、品
牌培育、产权保护、全方位市场营销

等行之有效的创建措施，让众多农业
企业走上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江苏
东和供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致诚介
绍，他们先后出台《“如意东方”区域
公用品牌准入和管理规范》《“如意东
方”区域公用品牌管理办法》，构建

“如意东方”标准体系，形成“协会制
定标准、企业自愿申报、第三方机构
组织认证”的品牌认证模式，目前，

“如意东方”注册品牌商标 44类，授权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使用，实行动态管
理，统一设计品牌包装，塑造“如意东
方”品牌形象。

据了解，为推进品牌多元发展，东
和供销制定了《“如意东方”区域公用
品牌使用奖励办法》，不断加大对区域
品牌使用企业的扶持和奖励力度，重
点对品牌产品培育、推广及销售等环
节给予补贴，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
品。目前，首批授权企业 7家，第二批
拟授权企业 8家。首批品牌自有产品
共有 20余种，涵盖大米、海鲜、果蔬、
畜禽四大特色产业。近日，江苏东和

投资集团邀请南京农业大学专家，对
首批“如意东方”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
业及第二批拟授权企业开展品牌培
训，旨在让更多优质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共同把“如意东方”区域公用
品牌做大做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企
业效益、提升品牌价值。

“我们近三年的目标是培育 50个
以上品牌自有产品，发展 60 个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的‘如意东方’产品基
地，授权企业超80家，授权产品200个
以上。”赵致诚说，接下来，他们将租赁
城区内及南通兴东机场公共广告位，
在广告屏滚动播出品牌广告，在高速
口、主要道路广告位竖立广告牌，定期
组织品牌产品参加大型农展会及推介
会等，加快提升“如意东方”品牌的知
名度及影响力。同时，持续整合“多而
散、小而弱”的农业生产资源，实现传
统初级农产品向生态精品农产品转
变，不断促进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转
型升级，全面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
基础。

经过紧张有序的吊装、
焊接作业，“三河六岸”青园
咀中的如东地标性景观雕
塑——勺嘴鹬，近日完成安
装施工。“三河六岸”河道整
治及景观绿化工程通过对水
质和景观的提升，将滨水公
共空间与沿河绿地、广场、公
园等空间串联，形成以水网
为主题的连续公共开放空间
体系。目前，“三河六岸”项
目已进入尾声，成为如东百
姓文娱休闲、生态康养的亲
水公园。 通讯员 李献诚 摄

持续整合“多而散、小而弱”的农业生产资源，深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
力企业“组团出海、共闯市场”，全面推进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如意东方”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深蓝优家智造园”项目奠基
计划总投资10亿元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

县蚕桑指导站站长

韩益飞获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

强寒潮天气强势来袭
最低气温下降12℃～15℃

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