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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叶海慧黄伟伟通讯员陈礼森

眼下，在新川农场一块盐碱地
上，新栽植的皂荚、落羽杉、乌桕、
楝树、杂交柳等乡土珍贵彩色树种
迎风生长，苗木大小、高矮按树种
统一规格。相比较其他栽植地块，
该地田垄更高，垄沟更深，行距更
大——这是重盐碱地改土造林的
一项技术，垄高是60公分，上面宽
是一米，畅通盐碱排降的通道。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沿海
防护林试验站站长隋德宗介绍，除
了肉眼看到的垄高沟深，土层下也
有诀窍。他们放了隔盐层，施了有
机肥，给苗木创造一个无盐的环
境，使苗木短期内能栽得活，长期
又能长得好。

2019 年，我市与省林科院合
作，在新川农场开辟具有代表性的
1000 亩滩涂盐碱地，建立江苏沿
海防护林试验示范基地，持续开展
种质资源收集、良种选育、盐碱土

改良和防护林营建技术研究和推
广，既为科研提供沿海造林实验的
场所，也将在合同期满后为我市营
建出一片高标准沿海防护林，实现

“给我一块盐碱荒地，还你一片绿
色森林”的约定。

千亩盐碱地的含盐量从3%—
10%不等，技术人员分块利用。他
们将全国各地搜集来的适宜树种
进行培育，筛选出长势好的幼苗移
栽到轻度盐碱地上，从而提高苗木
的抗盐性。在此过程中一些耐盐
性更强，生长更快的优良单株被筛
选出来，通过扦插，嫁接等无性繁
殖技术，繁育出更优良、更耐盐的
新品种，做进一步推广运用。

在育苗基地，经无性扩繁的耐
盐苗木茁壮成长，粗如成人大拇
指，壮如少年臂膀。它们从小生长
在盐碱地，也将移栽在盐碱地上，

“从小就泡在盐分高的土壤里面，
移栽后存活率将比外来树种更
高。”隋德宗说到。

4年来，技术人员在实践中寻
找答案，在种苗繁育、土壤改良、栽
植技术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先
后承担中央财政、江苏省相关林业
科技项目研究，已收集耐盐珍贵彩
色林木种质资源 15 个，并筛选出
耐盐、速生优良单株45个，获国家
林木新品种12个，省级林木良种5
个。目前，已有筛选出的优良品种
在东台及周边县市沿海盐碱地种
植，研究出的造林技术正在试行推
广。

“一棵树”是东台农业四大特
色产业之一，从事苗木生产经营的
实体公司也是推动造林新技术落
地的重要推手。

江苏四春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致力于苗木培育、园林绿化工程，
今年中标沿海区 500 亩盐碱地造
林项目，目前造林任务已完成过
半。为确保苗木存活率，该地块除
了抬垄做沟排盐外，还创新仿造

“营养杯”给每棵苗木配制了营养

袋，既保证了苗木生长所需的营养
又隔绝盐分。营养袋装的营养土
里面有过磷酸钙，还有少量的复合
肥，栽好以后再用硫酸亚铁把碱中
和，里面还有稻壳起通气作用，不
让土壤板结。这种营养袋属于环
保袋，时间长了后可自然分解，不
污染环境。他们采取抬垄降盐方
式，在 80 米宽的地块上每垄抬高
40公分，还在田中每隔一段距离开
挖横向、竖向排水沟，确保水走得
顺畅，排碱更快。

造林绿化是绿色低碳发展的
基础性工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核心内容。进入“十四五”，我市造
林绿化由遍地开花逐步向沿海地
区转移，在耐盐碱地优良树种上做
文章，续写黄海林工敢教荒滩变绿
洲的传奇。前两年我市完成沿海
造林 3313 亩，今年计划完成沿海
造林 2700 亩，其中新增盐碱地造
林1100亩，预计3月底前全面完成
造林任务。

给我一块盐碱荒地 还你一片绿色森林

盐碱地造林续写荒滩变绿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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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萍萍 姚子燕）
近日，市总工会联合市体育局举办

“健康同行”职工乒乓球比赛，全市
30支基层工会代表队 200余人参
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沿海经
济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市
总工会主席吕洪涛出席活动。

本次赛制为每队 4 名男运动
员和 1 名女运动员组成的男女混
合团体赛，由小组赛和决赛两轮
组成。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

神饱满、斗志昂扬，灵活的动作、
精彩的扣杀不时引来现场观众的
阵阵喝彩，赛场上一个个奋力拼
搏的身影，充分展现了广大职工
积极进取、努力拼搏、团结和谐的
精神风貌。最终经过两天激烈角
逐，沿海区、卫健委、富安镇三个
工会代表队获得三等奖，高新区
工会代表队和东台镇总工会代表
队获得二等奖，市教育局工会代
表队获得一等奖。

总工会举办职工乒乓球比赛

本报讯（记者 刘晓雨）近日，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我市首份特种
设备作业电子证书。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电子证书
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解

决了纸质证件容易丢失、补领证书
费时费力、随身携带不便的问
题。扫描电子证书加载的二维码
可以查看纸质证书内容信息和附
加信息。聘用单位可通过考核平

台加载聘用记录或社保缴纳记
录，监察人员在开展现场检查时
可通过网站查询、扫描证书二维
码等方式对证书进行核验，作业
人员聘用情形也纳入到了监管平

台。电子证书的推广使用进一步
加强了持证人员信用建设和管理，
有效提升特种设备智慧化监管水
平。

首份特种设备作业电子证书发出

南沈灶“果蔬椒乡”现代农业产业园创成省优秀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等。园区大力实施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沈灶青椒”为特
色的“一篮菜”强农富农工程，从培训培育起步，逐步构建起从科普培训、种苗选育、试验示范、检验检测到蔬菜加工、冷链云仓、电商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条。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朱祥明 通讯员
方桂生 朱霆）近日，住建部公布第
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村落
名单，江苏共有46个村落入选，我
市梁垛镇临塔村为盐城5个上榜村
落之一。

临塔村因毗邻建于唐代海春
轩千年古塔而得名，是古老而美丽

的董永与七仙女美丽传说发源地
之一，境内舍子头、桑梓河、抱子沟
及传统村落保存完好。近年来，该
村切实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突出村庄肌理呵护，重视加强
人居环境提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美丽乡村建设成
效喜人。

临塔村入列第六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本报讯（记者 唐雅 李然）3月
21日上午，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
率队来我市，就促进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盐城市政
协主席陈红红，副主席汤冬青，我
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张志东，政
协副主席金学宏陪同。

在东期间，姜军一行先后来到
富乐华半导体、领胜城科技等企
业，实地查看企业车间，认真听取

情况介绍，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产品研发、创新发展等情况。
考察组一行盛赞我市厚实的产业
基础及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先进
性和行业领先性，并对我市优质的
营商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给予高
度评价。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合
作交流，共同推动政协工作与时俱
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
协的力量和智慧。

辽宁省政协来东考察

本报讯（记者 刘晓雨）3月 20
日，我市组织收看全省文明办主任
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马志虎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收看。

会议强调，要围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统筹
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
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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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丰润道德滋养、

强大精神力量、良好社会环境。
2023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突出
重点、务求实效。严格标准、从严
把关，推进新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典型评选表彰结出新硕果；
打通资源、服务群众，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升新水平；提
质升级、确保质量，推进文明城市
创建和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达
到新高度。

我市收看全省
文明办主任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记者 朱祥明）3月 20
日，盐城市渔罾渔簖养殖网箱等禁
用渔具清理整治视频会议召开，副
市长缪斌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收看。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
织周密实施，确保专项行动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要明确目标任务、工
作职责，按照依法合规、属地管理、

综合施策、维护稳定的原则，通力
配合、协同推进，同频共振、同向发
力，保质保量完成清理整治任务。
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管理责任，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引导，不
断提升河湖综合治理水平，让“国
际湿地、沿海绿城”的魅力活力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中绚
丽绽放。

禁用渔具专项清理整治开始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陈
同锁 贲婷华）3 月 22 日是第三十
一届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是
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今年，我国
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主题
为“强化依法治水，携手共护母亲
河”。3月 22日，我市开展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唤醒全社会对水资源
保护的关注，大力营造依法治水浓
厚氛围。

世界水日当天，市第一小学体
育馆内外陈列着五颜六色的节水

绘画作品和节水主题海报，吸引了
孩子和家长一起驻足观看。为了
让节水知识入脑入心，市第一小学
发布了主题为“我为家乡河湖代
言，携手共护母亲河”征集令，组织
开展节水主题绘画评选活动。同
学们开动脑筋，积极动手参与绘画
及制作手抄报，完成的作品布局美
观、图文并茂，很好地体现了“爱水
惜水、节约用水”理念。“学校一直
以来就有节水教育的传统。”市第
一小学校长刘世芹表示，节水教育

并不仅仅在这一天、这一周、这一
月，而是贯穿于学校全年的德育教
育和科学学科教学过程中。

市水务局以水务法律法规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单位、进
基层为载体，启动一系列普法宣传
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依法治
水、惜水护水意识。在高新区，水
务局工作人员深入富乐华半导体、
华源医疗等企业，发放《写给用水
企业的公开信》，现场普及和解答
水法律法规和节水常识，扩大水

日、水周宣传影响力。
为了让宣传氛围更加浓厚，在

3月22—28日期间，该局紧紧围绕
今年宣传主题，采取悬挂横幅、大
屏滚动播放、赠送数据线小礼品等
形式，广泛开展普法宣传，进一步
加深群众对节约用水、水土保持、
河湖治理、防灾避灾自救等方面的
认识，倡导大家自觉保护水资源和
水环境。同时举办依法治管水知
识竞赛，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珍惜
水、爱护水的环保理念。

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东台（深圳）经济社会发展
投资说明会嘉宾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