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周雨
霁 曹磊） 22日上午，县政协开展

“有事好商量·访企问需纾困”专题
协商议事活动，发挥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独特优势，助推县委、县政府
各项助企惠企政策落实，更大力度
服务企业，助力全县经济平稳发
展。市政协副主席杨曹明，县委副
书记、县长陈雷出席活动。县政协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召集人、
县政协主席蒋树建主持活动。

与会人员观看了商前调研工作
情况短视频。前期，县政协党组和
主席会议成员、机关各委室和各基
层工委深入工厂、车间开展大走访、
大调研，面对面进企入户听实情，实
打实综合施策询需求，点对点座谈
交流找对策。先后走进 23家重点
亿元企业和60多家委员企业，汇总
出23家共49个问题和45条意见建
议。先后召开座谈会、商讨会80余
次，通过线上线下两条线先后征集
到企业意见建议173条，形成提案、
社情民意、调研报告15份。

协商议事活动中，县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解读了我县出台的助企
惠企主要政策。部分与会企业代
表、政协委员代表结合实际，重点
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实体
经济面临的物流运输受阻且成本
加大、企业融资难、运营成本持续
上升、出口订单减少、贷款利率高、
员工招募难等困境畅所欲言。相
关职能部门和镇区与企业互动交
流，现场回应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和诉求，并从疫情防控、政策扶
持、企业培育、营商环境、精准服务
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为企业纾困
解难。协商议事室召集人蒋树建
总结所提意见建议，归纳形成《协
商建议清单》。

陈雷从协商主题准确、商前调
研充分、协商氛围浓烈、协商成效
凸显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此次协
商活动质效。就如何应对疫情影

响促进企业发展，陈雷要求企业负
责人增强信心，认识到抓好疫情防
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企
业经营发展的前提，在直面问题的
同时，看到国内宏观经济韧性十
足、平稳向好的趋势。要保持耐
心，瞄准实业方向，树立长远眼光，
要有坚守发展实体经济的恒心，保
持战略定力，实现企业的高质量运
行。要瞄准核心，持续增加研发投
入比重，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瞄准“高精尖特”，打造更多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要永葆初心，
坚守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底线不动
摇，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彰显企业
担当，积极反哺家乡、奉献社会。

陈雷强调，各相关镇区和部门
要强化政策落地力度，将惠企助企
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企业层面，让
惠企纾困政策“蓝皮书”落地转化为
促进企业解困发展的“真金白银”，
化解企业发展难题。要持续优化企
业服务，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强服
务、解难题，千方百计护航企业发展
提档增速。要尊重和关爱企业，加
大要素保障力度，支持企业做大做
强，在保障企业运行平稳的同时，加
大对企业新增投资、技改扩能扶持
力度，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曹明对此次协商议事活动
给予高度评价，要求扎实推进“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常态长
效、提质增效，帮助企业应对疫情
影响，提振发展信心。紧扣当前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和难
点，扎实开展好“访企问需纾困”活
动，高效率为企业排忧解难。进一
步深化研究、跟踪落实，在共性问
题方面听众议、寻良策，在个性化
问题方面“一企一策”提出解决建
议方案，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贡献政协力量。

县政协副主席陆茵、江新泉、
张光平，县政协调研员桑圣权参加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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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江海大地一派繁忙景
象。截至6月20日，我县89万亩小麦
已基本收割完成，平均亩产约 480公
斤，丰收已成定局。此外，今年，全县
水稻种植面积预计达 87.6万亩，较去
年新增5.6万亩。

面积是产量的基础，保障粮食安
全，关键在于稳定粮食面积，提升粮食
生产能力。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用
高标准农田“托底”粮食安全、赋能乡
村振兴，不仅牢牢端稳了“中国饭碗”，
还有力夯实了农村产业发展基础。截
至目前，全县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130
万亩，今年将继续实施高标准农田项
目12.88万亩，总投资约5.25亿元。

建管并重
高标准农田年度建设进度全市第一

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在
苴镇蔡桥村，目之所及，到处是成方
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两年里，我们村
完成了近 1.1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在农田作业已基本实现全程机
械化，粮食增产不是梦。”村党总支书
记陈建军告诉记者，眼下，总投资
4400万元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96%，水稻移栽前将全面
完工，确保不误农时。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高
标准农田是“耕地中的黑土地”，对
促进粮食高产、稳产、增产具有重要
意义。“多年来，我县始终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稳
定器’，持续稳步推进。今年实施的
12.88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中，就有
8万亩将投入水稻种植。”县农业农
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缪军告诉
记者，自 3月中旬，中标单位陆续进
场以来，项目坚持按序时节点推进，
截至目前，土地平整、沟塘整治、灌
排工程及其配套工程已基本完成，
实际进度达 75%以上，工程进度位居

全南通市第一。
面积数、任务量全市最多，进度却

遥遥领先，我县的“高效”密码在于早
部署、早设计、早招标、早开工建设。
早在今年 2月份，我县便已完成全部
招标工作，3月中旬，全部项目实质性
开工建设，工作上的提前动作为项目
快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落实推进
中，作为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成立
6人工作小组，每人负责一个片区，分
片包干，开展蹲点指导、日常巡查等工
作，精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统
筹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施工
工序，交叉作业，同步推进，互不干
扰。同时，建立业主+专业监管+群众
质量监督员“三位一体”质量监管机
制，通过“周例会、月通报、常态化督
导”，加大对工作进度滞后、推动不力、
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的督办通报力度，
今年共开出施工单位整改通知单近
30份，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

薄田变良田
高标准农田扛起“米袋子”鼓起“钱袋子”

与传统农田相比，高标准农田更
注重提质、增效、节本。通过田地调
形、把“小田”改为“大田”，修建排灌
设施、土地平整、生产便道等现代农
田配套设施，使农田耕作、播种、灌
溉、施肥、收割等更加方便快捷。“种
植成本降下来了、效益提上去了，以
夏麦来说，节本、增产均达到 10%左
右。”如东永丰家庭农场主沈晓军告
诉记者，今年他种植的 550亩小麦获
得了大丰收。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不
仅成为农户们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长
沙镇四桥村建有高标准农田 1万亩，
土地流转率在70%以上，其中，村内的

15家农业经营主体流转面积达 5384
亩，另外还有部分种植户正在和村里
商量扩大规模，预计今年还将流转
1500多亩田地。

“高标准农田机械化便捷，农田
配套完善，‘钱’景广，大家自然乐意
投入。”村党总支书记许雪峰告诉记
者，得益于土地流转占比高，去年，四
桥村实现村营收入 242 万元。这两
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平整，
废沟塘整治，新增耕地面积200多亩，
有效增加村集体土地经营面积，今年
村营收入有望突破270万元。

高标准农田一头连着“米袋子”，
一头连着“钱袋子”，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引擎”。据悉，经过多年建设，我
县高标准农田面积已占到全县耕地
面积的 85%以上，百万“丰产粮仓”在
江海大地上绘出了一幅“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现代农业“新画卷”。“通
过土地平整，今年全县预计新增耕地
面积 3000亩。”缪军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若是以900元一亩流转，今年全县
土地流转费将新增270万元。“自高标
准农田项目实施以来，我县累计新增
耕地约3万亩，全部流转的话，一亩地
的管理费在 50元，仅以今年来说，全
县村集体收入将增加约150万元。”

统筹高效、生态利用
高标准农田让农村发展更具潜力

“十四五”期间，南通计划建成
200万亩高标准农田，打造全省高标
准农田建设区域化整体推进示范
区。我县作为主力军、主战场之一，
正着力围绕模式创新、耕地提质、优
质精品、生态优先、田美乡村、智慧农
业、高效节水、宜机化改造、精准管
护、效益提升“十项工程”统筹推进，
争做示范。

秧苗青翠欲滴，田野机声隆隆。
在河口镇关口村的水稻田里，农机手

们正忙着播种希望。“四月底，我们村
完成了农田退水截污工程建设，今年
水稻灌溉再也不用担心农田退水造
成的面源污染了。”关口村党总支书
记石跃军告诉记者，过去，每到灌溉
期，农田退水这股“肥水”携带着氮、
磷等营养物质直接入河，既污染河道
又浪费资源。今年，关口村以高标准
农田项目建设为契机，投资 900多万
元对栟茶运河关口村段沿线排水系
统进行了重新“梳理”，构建起了“农
田—排水沟—四级河—农田”的退水
循环利用模式。

“沟渠相连、水系相通，可有效实
现水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缪军告诉记者，我县2022年度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农田排灌系
统生态化改造试点项目工程涉及河口
镇双港村，新店镇月池村、新联村，大豫
镇一门闸村，苴镇街道蔡桥村、刘埠村
等4个镇6个村，控制面积11000亩，投
资约1580万元，计划新建15座涵闸，新
建河道护岸 8.5公里，生态沟 13.1公
里，草籽87671平方米，绿化苗木6166
株。通过新建涵闸并辅以河道、生产
沟的生态净化措施，农田退水不直接
进入主要河道，氮磷含量较高的农田
退水通过静置、水生植物净化等方法
进行削减，可有效减轻对水体造成的
影响；同时，将农田退水直接储存，通过
泵站提水，以备不时之需，可实现净水
回用。目前，这项工程总进度达70%，
计划6月底前全部投入使用。

统筹高效、生态利用，高标准农
田让农业生产更有底气、让农村发展
更具潜力。据了解，到“十四五”末，
我县将实现高标准农田整县全覆盖，
并同步实施“升级”工程，重点对早期
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进行再改造，全
面导入“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理念，
推动农田基础设施升级、耕地质量提
升、生物涵养修复、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有机融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曹建
明 单佳凯） 21日下午，县委副书
记、县长陈雷来到栟茶镇如东如福
水产品有限公司，督查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如东如福水产品有限公司共
有养殖基地面积 2676亩，其中，南
美白对虾养殖面积 1849亩，去年
底的省环保督察和今年 4月份中
央环保督察指出，该企业存在行政
许可手续不全、养殖尾水直排等问
题。在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专
家的指导下，企业已经投入 200多
万元建立了一套“四池三坝”生态
沟塘养殖尾水处理设施，目前工程

已进入扫尾阶段。
陈雷实地察看相关处理设施

建设运行情况后指出，落实中央和
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是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强
化过程控制、严格整改标准，坚决
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表面整
改。要严格落实监管部门、属地政
府和企业责任，对标对表，闭环管
理，盯紧盯牢整改工作的每一个具
体环节，确保在本月底前全面完成
整改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茅晨华
钱海军）21日下午，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吴海军到县融媒体中心开展
调研活动。

座谈会上，县融媒体中心主要
负责同志汇报了县融媒体中心的基
本情况、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近年
来的工作及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情
况、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新的困难。
在此基础上，又汇报了近期及今年
下半年的工作打算。

吴海军指出，县融媒体中心立
足主责主业，深入融合发展，组建了
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新闻
工作队伍，推出了一大批有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他希望
中心持续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加强

队伍建设，发挥人才优势，引导广大
新闻工作者创作出更多弘扬主旋
律、传递正能量的新时代作品。

就下阶段工作，吴海军强调，县
融媒体中心要坚守主阵地，宣传思
想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巩固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闻工作
者要旗帜鲜明地建好、用好、守好舆
论阵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发挥
好主流媒体统一思想认识、凝聚社
会共识的重要作用；要坚信主流思
想，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旗帜
鲜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
部署和涌现的先进典型，不断提升
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力和影响力；要
坚持奋发有为，新闻工作者要将新闻
宣传作为第一要务，（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
文军 宫向群）近一段时间以来，河
口镇紧紧围绕这一要求，科学精准施
策，坚持统筹兼顾，确保疫情防控与
经济发展两手抓、两促进，实现镇域
经济发展稳中有升。

今年上半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确定因素影
响，经济发展压力不断加大。河口镇
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始终将
经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以最小
的经济代价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疫
情期间，由政府牵头，银行帮助我们积
极争取到了贷款利率下调的优惠政
策，这是真金白银的帮扶呀！”位于河
口镇立新桥社区的南通市鸿鑫纤维

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化学纤维制造
的企业，企业负责人缪爱国介绍，目前
企业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

今年以来，河口镇狠抓经济运
行，不断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一季度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44万元，
规上工业应税销售 52.2亿元，同比增
长 10.4%；完成服务业应税销售 15.59
亿元，同比增长18.9%；完成建筑业产
值 8.1亿元，同比增长 7.5%。几项主
要经济指标均稳中有升。同时，持续
攻坚招商引资，全力做好产业招引。
一季度招引并注册智能通讯及电网
装备产业亿元项目 1个。今年，河口
镇共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3次，签约并
注册企业 5家。此外，河口镇还强势
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成效显著。

一季度，河口镇认定亿元以上专精特
新项目2个，完成智改数转项目3个，
招引科创项目1个，完成研发投入6.1
亿元，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 2.6亿元，
盘活闲置土地 60亩。今年一季度，
河口镇还获得了全县项目建设流动
红旗。

主要经济指标均稳中有升的同
时，河口镇以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引
领乡村振兴，农业项目取得实效。河
口镇党委书记孙玉来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当前，河口镇正在继续稳妥推
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村创建工
作，在去年度创建成功的基础之上，
今年安排了锦成村、荷园村和关口村
三个村全力申报市级先进村，目前锦
成村和荷园村已经通过了专家评

审。今年，河口镇加快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转型、延长
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增
加农产品附加值，重点培育苏通神
绿、众发禽业等龙头企业，南通秋禾
米业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申报县级龙
头企业，光耀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的

“耀港稻香”品牌大米已经成功申报
绿色产品，打造出了属于河口的品牌
大米。龙坝村双爱农场当前正在积
极申报市级优质农场。同时，镇域多
个500亩以上规模的特色种植项目也
正在积极洽谈中。

河口镇还以规划引领建设，全面
启动新镇区建设。眼下，该镇正积极
推进在建工程，确保工程高品质如期
建成。 （下转第二版）

作风效能优化在行动作风效能优化在行动聚焦聚焦““六个年六个年””··
今年 2 月 11 日，县委书记陈慧宇在河口镇调研时强调，

要全力服务中天发展，发力猛攻招商引资，着力推进乡村

振兴，致力提升城镇形象，全力开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境界。

重整田畴丰粮仓重整田畴丰粮仓
我县百万亩我县百万亩““粮田粮田””变变““良田良田””

□□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徐书影 陈斌陈斌 冯益军冯益军 宫向群宫向群

统筹兼顾两手抓

河口镇实现镇域经济稳中有升

陈雷督查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县领导调研县融媒体中心

如东因你而文明如东因你而文明 如东有你而美丽如东有你而美丽

县政协开展“有事好商量·访企
问需纾困”专题协商议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