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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焚 烧 秸 秆禁 止 焚 烧 秸 秆 建 设 美 丽 如 东建 设 美 丽 如 东

时间：6
月15日 上午
10：20

地点：县
城弹琴路停
车场

现象：随
意乱停车。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时 间 ：6
月 15日 上午
10:10

地点：县
城弹琴路

现象：机
动车停放在人
行道板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张
祥）“快看，它转得真快呀，太神奇
啦！”如东县逸夫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
们看着阳光下的风车开心雀跃。近
日，国家电网江苏电力（如东公司退役
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郭鹏带领
队员们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组装
太阳能风车、风能灯模型组件，耐心普
及绿色能源知识。

这是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如
东县供电分公司举行“旗帜领航架心桥，
强国复兴做先锋”共产党员服务队

“6.18”统一活动日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内
容。当天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17支
队伍——电力体检组、电力抢修组、项目
保障组以及14支供电所分队走进农村、
企业、军营、学校、工地，聚焦“政治、抢
修、营销、志愿、增值”五个服务内容，开
展现场服务，将“楷模”之光持续照亮。

在赵云家庭农场新建的潮粮钢板
仓中，如东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们正在检修线路，可别
小看潮粮仓库，它的建成极大提升了
粮食的仓储能力，将潮粮保鲜日期提
升至半个月。经烘干后的潮粮，大部
分上缴国库，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

赵云家庭农场种植面积近 7000
亩，从单一种植到收购、储藏、加工、销
售一条龙，年加工、销售粮食 3万吨，
是省、市、县示范家庭农场。在赵云家
庭农场创办初期，共产党员服务队便
主动上门，了解用电需求，为其量身定
制供电服务方案，提前介入电力线路
设计、施工等，近期根据农场增产增收
情况，第一时间开通绿色办电通道，未
雨绸缪将其所在台区的 200千伏安配
电变压器增容至 400千伏安，确保农
场“用上电、用好电”。

活动当天服务队队员们现场了解
农场用电需求，并同步开展专项电力
巡检。对农场供用电线路、设备等进
行详细检查，对有可能存在隐患的设
备进行检查维修，同时对粮食烘干、脱
谷、碾米所需的用电设备进行试车，确
保供电可靠性，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助
力重点农业项目发展，用优质服务照
亮农民致富之路。

在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的
老厂区储能项目现场，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员们正在对储能设备进行检查。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玻璃元件冷加工的高新技术企
业，是如东县首家新三板上市企业，成
立于 1979年，现有员工 1500多人，其
中技术人员200多名，工厂占地面积8
万平方米，拥有各种进口、国产设备
1200多台套，主要生产国际知名企业
的镜头、镜片，广泛用于数码相机、单
反相机、投影仪、监控系统、航空航天
事业，年销售 3亿元以上，公司多项科
研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

近年来，国网如东县供电公司加
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定期开展电力
体检，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
障。“在 2020年初，供电公司就为我们
量身制定能效服务方案，投资的储能
项目装机容量是 690千伏安，可以利
用电价更便宜的谷电进行充电，在高
峰用电时段放电，预计每年可以节省
电费 25万元。供电公司还推荐我们
使用全电食堂。这样既安全环保，每
年还能再节约 10万元左右。专业又
贴心，真正做到为我们企业服务。”江
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设备科科长
刘国建动情地说。

此时电力抢修组的队员们正在军
营吊装电线杆，施工现场井然有序，在

车吊的吊动下，电线杆正缓缓立起。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部队更换进线
引线、绝缘线、令克等。为了保障该线
路其他用户正常用电，一路队员登上
了带电作业的斗车，对线路进行解搭
头作业，同时，检查线路是否存在短
路。另一组队员在军营的配电间为部
队检查内部低压线路。

巨大的风车擎天而立、迎风飞旋，
通威渔光数万块蓝色多晶硅电池板整
齐列阵、沐光向阳，在如东沿海，有这
么一条白蓝相间的“风光带”，源源不
断地向江苏电网输送着绿色电能。红
色马甲旁，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蔚蓝
色的天际线，进行航拍留像，为选线提
供设计依据。

服务队队员们正在为如东天楹
100兆瓦时重力储能项目并网线路选
线，助力如东绿色能源消纳。新能源发
电因“反调峰”的特性在电力负荷高峰
期具有出力贡献低的劣势，如东天楹
100兆瓦时重力储能项目，能在风电、
光伏满发多发时，将多余电能通过大型
移动模块抬起转化成重力势能，并在需
要的时候利用重力势能释放进行发电，
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和电网调峰平衡
需求问题。共产党员服务队得知天楹
重力储能项目在如东落地后，将工作前
移，立即组织专业团队编制接入方案、
开展评审工作。通过数字化模块应用，
可以清晰地查看附近输配电线路路径、
变电站站址、线路周边环境及市政道路
情况，快速准确达成最优规划方案。

如东天楹 100兆瓦时重力储能项
目现场负责人方琦在党员服务队队员
结束工作时握住了队员的手，“感谢国
网如东县供电公司为项目建设提供强
有力保障，在前期的选址，线路规划上
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也继续为我们
保驾护航，助力项目早日投产应用。”

快乐的时光飞逝，逸夫特殊教育
学校的孩子们就要跟服务队的叔叔阿
姨们再见了，临别之际，他们给孩子们
留下了 5000元的爱心助学捐款，逸夫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王小艳感慨道，“这
几年共产党员服务队定点帮扶孩子

们，每年都送上文具和书籍，帮助生活
困难学子继续学习，一起阅读、做游
戏，呵护他们健康成长。我们会把这
笔钱用作奖学金，鼓励我们的小蜗牛
们每天进步一点点。”

山高水远情更长。这几年，服务
队不仅关注身边的特殊群体，远在
4000公里之外的西藏拉萨，有这么一
群孩子也一直是服务队的牵挂。那是
郭鹏在援藏时，结识的拉萨福利院的
孩子们，得知服务队 618党员统一活
动日直播活动，远在西藏 SOS儿童村
的工作人员德央通过直播感谢郭鹏：

“前几天刚刚收到你给孩子们寄来的
礼物，你看，现在他们手上拿着呢，太
感谢你们了，扎西德勒！”

在三河六岸工程迁线项目现场，
队员们正在紧张忙碌着，计划将在本
月底前完成整个工程的全部施工任
务，三河六岸工程共涉及 18条 8个标
段 10千伏线路迁移，拆除旧线路导线
26929米、电杆185根、钢管杆15基，新
放架空线2450米、电缆11487米，新立
水泥杆34根、钢管杆9根，新墩环网柜
6台、电缆分支箱17台、户外真空断路
器 16台，工程浩大。项目完成后，将
把如东打造成“城依水、水抱城、水城
一体”的滨海水乡之城，让如诗如画、
宜居宜业成为如东的代名词。

自去年 6月 18日荣获江苏“时代
楷模”以来，国家电网江苏电力（如东
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电力需
要。国网江苏电力开展此次共产党员
服务队统一活动日活动，持续发挥共
产党员服务队在服务乡村振兴、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保障能源供应、提升社
会综合能效中的作用。一小时的直播
得见一天的辛劳，一年的坚守，二十载
的奉献，活动结束后，国家电网江苏电
力（如东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
队将继续奔赴全县各地，开展重大保
电、应急抢修、营销服务、志愿帮扶、乡
村振兴“五个先锋实践活动”，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

时代楷模的一天

旗帜领航架心桥 强国复兴做先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陆
和煦 张平）盛夏时节，沿着洋口镇浒
路村乡间道路行走，田块整齐排布、一
望无际，一改曾经纵横交叉、高低错落
的场景。在道路一侧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头顶烈日，驾驶
着推土机有序平整土地。“最终交付
时，保证每块土地高低差不超 10 公
分。”现场负责人刘福建介绍说。

浒路村是个传统的纯农业村，全
村耕地面积 7400多亩，其中 95%被承
包发展稻麦经济，全村有家庭农场近
20家。但一直以来，土地“小散化”始
终是横亘在家庭农场负责人们心中的
难题。金建华的家庭农场成立已有 3
个年头，虽然购置了不少农业机械，但
每到农忙时，500多亩农田的作业仍是
个困扰，“田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零

零散散，而且沟、渠、路配套都跟不上，
根本来不及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确保粮食安全
的重要举措，更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
障。去年底，浒路村积极争取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通过打造“田成方、渠
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格局，夯
实农业基础设施，让粮食安全基础更
加稳固。项目总投资约 3180万元，以
全覆盖形式整村推进，打破原有农户
的承包界以及混乱的渠沟路结构，统
一平整，同时新建道路7.8公里、农桥1
座、电灌站 1座等配套设施，全面提升
农业基础硬件水平。

项目自 3月份动工以来，目前已

完成核心区 2800亩，预计 9月份全面
完成。“现在方便了，原来两天完成
的，现在一天就能完成，对抢收抢种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金建华说。据
介绍，经过本轮清理废沟废塘、拆除
废弃房屋以及迁坟等举措，将溢出耕
地面积 300多亩，同时土地集中连片，
路、沟、渠提档升级，为种植户增收致
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浒路村党总支
书记黄卫东介绍，目前村里正在依托
70亩阳光玫瑰葡萄园，积极培育“一
村一品”示范项目，计划以点带面，带
动更多农户发展壮大特色农业，通过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农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

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洋口镇浒路村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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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如东中燃能源有限
公司开展液化石油气管道及
储罐管道泄漏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县住建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城市管理局、商务局、交
通运输局等单位到场观摩、指
导。

现场模拟事故发生后，应
急小组迅速疏散现场人员，清
点人数，撤离伤员，设立警戒
线，启动喷淋装置，用水枪驱
散积聚的液化石油气 ，以降
低液化气浓度，携带堵漏工具
进入现场进行堵漏，经过15分
钟的抢险堵漏，成功堵住管道
的泄漏点。演练有效检验了
公司的应急救援水平，及时发
现应急救援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锻炼应急救援队伍，提高
队伍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确
保一旦发生突发事故，能够有
效组织快速反应，高效运转，
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造成的
损失。

全媒体记者 缪姗姗 吴
文军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张祥 孙斌） 22日下午，双甸镇召
开离退休干部大会。会前，全体
离退休老干部、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退休教师等一起参观了高前
村南通市乡村挀兴示范村创建
成果。会上回顾了 2021双甸镇
老干部工作并通报了 2022年的

工作打算。双甸镇党委书记潘
飞以“谱写新时代老干部党建工
作新篇章”为题，给全体离退休
老干部上党课，会上还通报了当
前双甸镇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并
给 2021 年度老干部先进个人代
表和 12个老党员老干部工作室
颁奖和授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 22日下午，县城掘港小
学开展“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主题
教育系列活动，向同学们普及餐
桌文明知识，推广餐桌文明礼仪，
带动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光盘行
动，积极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的校园氛围。

活动中，老师结合视频和图
片生动讲解了当前国内外面临
着的“粮食资源”问题，帮助同学
了解“光盘行动”的深远意义，鼓
励同学们争当传播正能量的“光
盘侠”。为了让孩子们切身体会
到农民伯伯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辛勤耕作的艰苦和不易，老师还
邀请同学们现场体验一把“插
秧”。孩子们走上台前，接过老
师手中的“稻穗”，俯身感受了起
来。一分钟的时间，孩子们从一

开始的气定神闲，到后来膝盖不
由自主地弯曲、抖动，结束之后，
更是不约而同地深吸了一口
气。403班学生杨子暄谈及体验
时深有感触，她说道：“插秧的时
候基本上都是弯着腰的，一开始
还觉得特别轻松，越到后来腰就
越麻，膝盖就越酸，很难继续坚
持下去，感觉特别费劲。让我体
会到了农民伯伯们耕作的辛
苦。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餐桌
上的每一粒粮食，不辜负农民伯
伯的劳动成果。”

掘港小学教师朱敏表示，“学
校组织这次活动，是想借此让同
学们认识到节约粮食，不仅是个
人的事，更是整个社会的大事。
大家要认识到光盘行动的重要
性，更要付诸实践，带动身边更多
的人做到节约粮食光盘我能行。”

本报讯（通讯员 顾媛）七
一前夕，县住建局机关党委走访
慰问离退休党员代表，送去组织
的关怀和祝福。

全力畅通离退休同志诉求，
当好“倾听者”。住建局机关党
委、老干部党支部一行先后看
望了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因
病休养的党员，详细了解老同
志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向
老同志汇报当前党务和重点业
务工作，悉心听取老同志对局
机关党委工作的意见，搭建退
休老同志与在职员工之间的

“沟通桥梁”。
倾力化解离退休同志忧愁，

变身“老娘舅”。94岁的李锦曾
参加淮海战役，却每月坚持从栟
茶赶到单位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并亲自交纳党费，慰问人员向他
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了节日
祝福。

着力办好离退休同志实事，
乐做“热心人”。慰问人员主动为
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送去慰问
金、主题党日学习资料、体检报告
等，叮嘱他们防暑降温、出行安
全，让老同志实实在在感受到党
组织的温暖。老同志们纷纷表示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党组织周围，
做到退休不褪色、离位也有为，永
远听党话、跟党走。

我光盘 我光荣

掘港小学开展“光盘行动”主题活动

双甸镇召开离退休干部大会

当好倾听者、老娘舅、贴心人

住建局慰问离退休老党员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