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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寄托着农

民的希望，展示着大

地的馈赠。秋分时

节，又一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来了。春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放眼广袤田野，

瓜 果 飘 香 ，稻 谷 满

仓，处处热闹的秋收

景象，农民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喜悦。

近年来，我市坚

定不移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高度重视粮

食安全，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持

续加强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全

力打造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苏中

新鱼米之乡”。

摄影：翟慧勇 顾华夏 周强 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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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贷款，找我们，让您不再等贷
公积金信用贷款 教师信用消费贷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 商业用房按揭贷款
家庭成员担保贷款 个人汽车按揭贷款
额度高 利率低 易申请 放贷快

咨询电话：80812055、80812068

优惠活动哪家强？ 外币业务找建行！
结售汇点差优惠 存款证明优惠
汇款优惠 个人直联汇款优惠
特色储蓄优惠 外币存款利率上浮

您有大额消费分期需求吗？
向您推荐“工银幸福分期卡”。
费率更优：年费率仅3%；
期限更长：最长可以5年；

还款无忧：提前还款免收违约金。
欢迎垂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咨询电话：0513-88898600

欢迎来江苏银行存款

地址1：海安市长江中路1号（汽车站对面）

地址2：海安市中坝南路38号（泰华新村旁）

地址3：海安市曙光西路36号1幢（苏中天澜湾南门往西50米）

3.25% 五年存款（1万起）

三年大额存单（20万起）3.45%

近年来，我市打造现代精品蚕桑产业，

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

式，逐步完善蚕桑生产规模化、智能化、融

合化、市场化等上下游产业链，为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夯实产业支撑。

图为雅周镇蚕农在饲喂管理中秋蚕。

顾华夏 摄

我市推行外商投资企业
开办“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韩静 史佳佳）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局创

新工作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企业开办进行流程再造，

建立工作专窗、简化办事流程、强化数据共享，全力推进外商投资

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提升外资企业开办便利度。

推行一窗受理。设立“外资企业开办服务专窗”，实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配备专窗服务人员，负责企业开办材料的综合

受理、流转工作，并注重提升导办、咨询等服务，实现外资企业开

办登记、公章刻制、申领发票（含税务Ukey及其他税控设备）及员

工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一站式”服务。

加强部门协调。立足行政审批局职能，建立外资企业开办服

务联席协调会议，由市场监管局牵头健全外资企业“一站式”服务

体系，实现申请材料“应减尽减”、办事环节“应简尽简”、链条事项

“应归尽归”，完善“外资一站式”办事指南，及时解决外资企业开

办一站式遇到的问题。

实现数据共享。整合精简企业开办信息采集事项，对企业开

办各环节所需信息通过线上“一网”或线下“一窗”进行“一次采集”，

部门间通过信息共享，实现结果互认。同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作为企业在网上办理企业登

记、公章刻制等服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

“小改厕”改出
美丽乡村新生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列报道（一）
■ 记者 刘丽媛 濮端建 通讯员 陆海花

农村改厕工作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任务，事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广大群众福

祉。近日，南通市在我市滨海新区召开全市农村

户厕改造现场推进会，并组织实地观摩滨海新区

农村户厕改造推进情况。

在滨海新区通港村，施工队正在铺设污水管

网，并对化粪池进行施工安装。全市改厕同行深

入观摩了改厕工作开展情况、经验做法、改厕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下一步实施计划，对滨海新区

改厕工作给予了赞扬。

在村民缪晓梅家的卫生间里，记者看到浅蓝

色瓷砖铺的地面、白色的抽水马桶，特别洁净。

缪晓梅高兴地说：“以前的厕所环境差，又脏又

臭，一到夏天蚊子苍蝇特别多。现在政府帮我们

改造了厕所，还不花一分钱，让我们实实在在享

受到了政策的实惠。”自改厕工作实施以来，越来

越多的农民群众用上了干净整洁的卫生厕所，全

市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厕所革命”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把农村户

厕改造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

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因地制宜、科学引

导，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扎实推

进农村户厕改造，不断提升农村卫生文明水平，

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健康美丽海安打下

坚实基础。

今年，全市 60个行政村实施整村改厕，其中

省政府民生实事任务村 7个、南通市级整村推进

任务村 19个；全年改厕目标 28481户，其中新建

改造 15829户，整改提升 12652户。截至 9月 19
日，已完成新建改造 15009户，整改提升8265户，

完成总任务数的 81.72%，3个省政府民生实事任

务村完成整村推进任务。

下一步，市改厕办将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

压实工作责任，督促各区镇各村加快农村户厕改

造工程进度，聚焦硬任务、采取硬措施、完成硬目

标，全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为我市争创全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县（市）打下坚实基础。

生活中，有许多片段，似微光闪烁，

映照四季安暖。

整个夏天，小巷拐角处的凌霄花，

翠蔓缘株上，红芳冒暑开。凌霄花藤蔓

下，坐着一位大叔，脸颊黑红，衣着整

洁。面前摊着一块蓝格子布，布上整齐

地摆放着脆生生的黄瓜、紫盈盈的茄

子、胖乎乎的丝瓜，什么节令什么蔬菜，

看这一方小天地，一目了然。还有时是

连着秆的毛豆、带着茎的花生、裹着苞

叶的玉米……旁边围着两三位拎着布

袋的长者，摘花生、摘毛豆，说说笑笑，

“来来，让我扫一下二维码”“支付宝、微

信都可以吧”，与时俱进呢。

沿着星海花苑巷子进入安平中路，

“一点一滴筑文明、一草一木皆风景”的

标语，给予行人润物细无声的提示。行

进中，诗词长廊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墙上画着梅兰竹菊四君子、写着唐时明

月汉时风，有举杯邀明月的李白、悠然

见南山的陶渊明、误入藕花深处的李清

照……富有诗意的诗画如鱼儿一样随

着人流汇入主路，喧闹与宁静同在，文

化与文明共生。

公司微信学习群里发出两张同事

巡路的照片，红色背心在梧桐叶的衬托

下，格外显眼。捡一片掉落的废纸，扶

一辆歪着的电动车，城市的卫生与文

明，在举手之劳中筑牢，在举手投足之

间彰显。从芒种到秋分，这沿街的商户

已然熟络。有一次巡路，被太阳晒得脸

红似关公，药房的小伙子邀请我们到店

里歇一会，拿出矿泉水和他自制的防暑

降温茶。

幸福的生活，让人神态安详、举止

从容。窄巷相遇，我退，您先请。地下

车库电梯口，一位大哥非常不好意思

地说：“您先进，遇到一位老朋友，点

了根烟，我先不进电梯了。”人与人之

间，多一分理解与宽容，波澜不惊，海

阔天空。

幸福总是相似，菜市场入口处的超

市生意不错，店家是温和的中年夫妻，

下班去买些日用品，见店家女儿握着电

话激动地说：“笔试过了，接下来就是面

试了。”虽不相识，还是替她高兴。

前些日子，收到云南小凉山的女儿

发来的信息：阿姨，我考上了，红河学院

乡村振兴班。那个害羞腼腆的小女孩，

要上大学了。她说：阿姨，我没考好。

没关系的，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人生

本就是一场马拉松。

中秋假期，工作后许久未回的孩子

赶回家。回村看望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爱着我们的人啊，老了。四张顶着

花白头发的笑脸围着，印在心上，仿佛

时光倒流，孩子还小，父母还年轻。假

期里孩子还有工作要做，并不能一身轻

松地休假。虽是如此，还是愿意在家的

时间再长些。可以卸下在外的疲惫与

防御，说说有趣的事情，谈谈未来的打

算，聊聊青春的苦与乐，吃吃家乡的美

食。踏着月色，吹着夜风，岁序静慢，心

眸舒安。

启程出发，孩子发来一张照片，不

禁相视莞尔，原来是火车站上空一朵瑰

丽的云。巧的是，我跟他爸在车站外也

拍了同样的云。那就让家乡的云陪你

勇敢，不会迷路。

不知何时，小巷的尽头多了一句温

情的标语：我在海安很想你。人生本无

乡，心安是归处。我们小心翼翼护着心

中的火苗，那是对家的思念，对当下的

珍惜，对未来的憧憬。山长水阔，一路

生花，微光不息，照亮彼此。（蒋平霞）

大公镇举办“四学四争”
红色教育专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蓓）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铭记

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创新深化‘四学四争’红色教育、

打造海安红色教育品牌”要求，9月 23日，大公镇以“乡村振兴赞

祖国 红色润心颂党恩”为主题举办“四学四争”红色教育专场活

动。市“两会”理事长吉传稳以及大公镇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吉传稳充分肯定了大公镇开展“四学四争”红色教育活动所

取得的成绩，认为教育活动策划精细、组织精干、学用结合、举措

有效。他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四学四争”，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建

设美丽大公。

活动颁发了“四学四争”心得体会征文竞赛奖和“四学四争”

红色教育活动最佳组织奖，“四学四争”红色教育活动获奖征文代

表作了交流发言。

活动为大公革命烈士陈列馆等3个红色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和

海安周小兵家庭农场等 5个乡村振兴产业培育实践示范基地授

牌，为大公镇乡村振兴老区开发志愿者工作站和大公镇乡村振兴

老区开发分会会员之家揭牌。

近日，海安市西南区域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韩世国再次走进雅周镇鸭

湾村雅周香芋种植基地，一边拨开茂

密的芋叶查看长势，一边叮嘱鸿慧农

场负责人赵宝洪加强日常管护。

“传统方式种植，1 分地最多产

250斤。”赵宝洪说，尽管今年高温旱

情严重，中秋节前试挖了一下，同样

面积收获近400斤。雅周香芋是地方

特色品种，市场颇为紧俏，但规模种

植一直是道难题，赵宝洪 3年前就开

始试种但未能成功。今年，新成立的

海安市西南区域农业服务中心呼应

当地种植大户需求，邀请省农科院经

济作物研究所张培通教授指导香芋

规模化种植。采用张培通教授传授

的新技术，加上韩世国等农技员三天

两头上门服务，赵宝洪的20亩芋头丰

收在望，明年扩种的计划也已敲定。

藏粮于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是

关键。因种种原因，基层农技推广力

量一度渐趋薄弱，难以适应农业现代

化发展需要。今年 2月以来，我市顺

应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大势，先后组

建了开发区、西南、里下河、高新区、

东部 5个区域农业服务中心，构建新

型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动乡村农技

员变身“农专员”专跑田头。

从以往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农

技员们更加专心地投入农技推广服

务中。海安市东部区域农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王孝兵说，此前七成精力要

参与镇里的招商引资、疫情防控等中

心工作，农技服务本职工作却往往无

睱顾及。“现在我们服务中心 5个人，

每天都往田里跑，感觉很充实。”他

说，农技员的价值，就应体现在新装

备、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中，体现在服

务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中。

“农技员又回来了”，顺应了当地

农民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

期盼。前一阶段持续高温少雨，许惠

家庭农场负责人许惠却一点不慌，在

开发区区域服务中心农技员指导下，

许惠采用日灌夜排、喷施叶面肥等技

术，增加水稻对高温的抗性。“他们一

周起码来两趟，遇到问题更是随叫随

到，对我们帮助确实很大。”许惠说。

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区域农业服

务中心组建 7个月，除日常走村入户

服务外，已开展各类技术宣传培训 76
场、3400多人次，开展试验示范项目12
项，保障了粮食稳产保供。今年，海安

夏粮小麦种植面积、亩均单产等继续

名列全省第一。开发区粒粒香家庭农

场“农麦88”核心方亩产651.3公斤，创

南通地区小麦高产历史纪录。

（来源：《南通日报》2022年9月
22日1版）

我市组建5个区域农业服务中心

农技员变身“农专员”

市总工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雨 俞妍） 9月24日，市总工会组织明道小

学的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其家长开展主题亲子活动，让大家

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在江苏华艺集团，学生和家长一起参观了公司的研发中心、

展厅，了解了扎染的工艺流程，并听取了扎染非遗传承人分享的

劳模成长故事。“扎染艺术魅力无穷，制作一件衣服要经过几十道

工序，我们一定要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学生仲志霖说。

大家还来到盈拓生态园实践基地，参加“学农体验营”，摘毛

豆、挖花生、采蔬菜，体验劳动乐趣。“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明白了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学生洪诗灿说。

近年来，市总工会心系职工群众，不断创新机制体制，从政治

上关心、经济上帮扶、生活上关怀、精神上抚慰，努力改善外来职

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去年以来，市总工会致力于打造关爱圆梦

的服务品牌，让孩子们感受到亲情、友情和组织的关怀，让他们在

劳动中学习‘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市总工会党组成员顾登峰

告诉记者。

微 光

科普馆通过展品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张静纳） 9月23日，由市政府投资、项目工

程建设中心代建的科普馆顺利通过展品验收。

科普馆位于迎宾路慧源文化广场慧源集团交易馆内，总建筑

面积约 4460平方米（其中，一层 650平方米，二、三层各 1945平方

米），总投资约1000万元，设置了序厅、海安科技成果展、临展厅、

科学探索厅等12个区块。

科普馆以“科技·生活·健康”为展览主题，主要面向青少年及

科普工作者，是全市青少年体验科学、学习科学、认知科学的第二

课堂。该馆以展示、教育、传播、功能为目的，在向观众展示科学

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的同时，引导公众进行科学探索，培养

科学、健康的生活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