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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颖
石 吴文军）近日，县住建局机关
第二党支部和县人民检察院检调
未检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主题党
日活动。

活动中，县住建局机关第二
党支部和县人民检察院检调未检
党支部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
党支部情况，并签订了支部结对
共建协议书。与会人员观看了
《生命重于泰山》警示片，学习了

《安全生产法》，认真听取了重大
责任事故案例剖析，集中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重温了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通过结对共建，县住建局机
关第二党支部和县人民检察院检
调未检党支部今后将在业务推进
上加强合作，进一步整合党建工
作资源，互助共建，共同提高。

县住建局、县检察院

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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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如东县实验中学操场上，同
学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操场竖立
的电子大屏上，香港汉华中学国旗护
卫队整齐列队。大屏外，如东县实验
中学国旗护卫队的队员们整装待发，
升旗口令发出后，护卫队员们迈着整
齐的步伐走向旗杆。8时许，两地跨
越山水，共升一面国旗。在雄壮激越
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鲜艳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

27日上午，如东县实验中学与香
港汉华中学举办联谊活动，庆祝香港
回归二十五周年及两校结谊五周年，
激励两地两校学生立志报国，推进两
地文化和教育交流。

“悠悠岁月，冲不掉骨子里的家国
情怀；漫漫长路，隔不断同胞间的血脉

深长。”活动中，两校校长分别发表国
旗下讲话，阐释家国情怀，激励学生们
不负青春，一起向未来。学生代表分
别发表青春感言，表达了心手相牵、共
同成长的美好愿望，体现出强国有我、
振兴中华的使命担当。

黄海潮通香江水，风展国旗共青
春。2017年，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
年之际，如东县实验中学和香港汉华
中学结为姊妹学校，共同建立教育合
作关系，从此拉开了两校交往的序
幕。2019年3月，香港汉华中学百余名
师生来到如东，走进如东县实验中学
校园，走进课堂，参观了我县的海上风
电场、洋口港、香鲸馆等地，进一步加深
对内地教育、教学方式的认识，了解内
地的发展，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回归祖国 25年来，香港坚持“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在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成就。“我们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将继续和如东县实验中学一
道，在教育最前线为祖国和香港培养
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年轻
学子们胸怀祖国，未来可期！”香港汉
华中学校长关颖斌说。

少年迎风而来,宛如千树花开。
活动中，香港汉华中学学生小组跳唱
《少年》，尽显年轻学子的生机活力，县
实验中学学生用表演唱《紫荆花开》，
唱出了两地同胞的骨肉深情。“如果奇
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香港汉
华中学学生梁芷凝颇有感慨地说，在
疫情肆虐的日子里，祖国内地派出强
大的医疗力量，使香港疫情形势得以
舒缓，让香港人切身感受到祖国对香
港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过去的 25年
里，香港见证着祖国不断发展强大，不
断创新突破，不断获得世界的认可。

“我们感恩是华夏后代，是炎黄子孙，
愿香港与祖国共繁荣，也愿我们青年
一代在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不负

青春，不负韶华，未来能以中国人的身
份，在世界闯出一片天地。”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让两地
孩子感受我们血脉相连的骨肉情深，
更加激起我们的爱国情怀，更加明确
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如东县实验中
学校长赵东燕说，与汉华中学结为姊
妹学校以来，两校在办学理念、管理经
验、教育教学等方面进行互通，在文体、
艺术等方面进行研讨交流，家长的家
教经验互动精彩纷呈。“今后我们将在
精致管理、教学减负增效、学生素质提
升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
让友谊成为一种奋进力量，在同一面
国旗下开拓新时代教育的更多可能。”

共升一面国旗，青春燃情绽放。
活动结束时，在豪迈的击鼓声中，两地
学子挥舞国旗，共同喊出青春约定，

“强国有我，振兴中华”的铿锵誓言回
荡在校园上空。“今天的联谊活动让我
看到了香港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
我们应该珍视友谊，努力学习，与香港
的同学一起成长，共同进步，为创造祖
国更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东
县实验中学学生陈瑶说。

黄海潮通香江水 风展国旗共青春
—— 如东县实验中学与香港汉华中学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联谊活动侧记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张祥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丹 吴文
军）当前正值水稻移栽期，近日，承担
着政府水稻农药零差率配送任务的县
供销合作总社参股企业南通兴合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入乡进户，将准备好的
水稻零差率药剂组合箱分发给农户。

据了解，南通兴合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是全县农药零差率配供和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的项目实施企业之一，
拥有一支服务种植一线的专业农业服

务团队。今年，公司在省植保站绿色
防控推荐配方的基础上优中选优，通
过政府招标采购 16个高效、低残留、
低风险的农药品种，以零差率的形式
对接全县种植大户，满足绿色农业的
发展需要。“根据各镇区不同种田大户
的需求，今年我们公司将水稻农药零
差率统一配供的中标产品做成了一个
组合箱，每组产品大概是 50亩地的用
量，箱子里有不同的杀虫剂、杀菌剂，

以悬浮剂为主。”南通兴合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彬彬介绍。

在城中街道丁杨村的亚林家庭农
场，记者注意到，配送人员一边卸货，
一边对农场主进行身份信息和农资采
购订单的核对。“县供销社要求两家配
送公司的所有销售人员通过安装手机
APP、人脸识别等程序，对政府农药零
差率配供信息进行实时上传，通过后
台程序加强监督管理，杜绝政府补贴
跑冒滴漏，销售农药与回收废弃包装
物实现闭环，将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做
好做实，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县
供销合作总社为农服务科科长吴华
说。提起零差率配供政策，亚林家庭
农场农场主张亚林赞不绝口，他告诉

记者：“农药产品质量好，价格还便宜，
为我们节约了成本。用完的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还能得到补贴，不像过去
乱扔乱抛，周边环境也变好了。”

城中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
局农业专家王鹏飞介绍，城中街道
在去年水稻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与
农药废弃包装物全部回收扩面试点
的基础上，今年全面落实政府这一
惠民政策，惠及所有种田大户。今
年水稻种植全部使用绿色防控农
药，推广使用高效缓释肥和测深施
肥技术，统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
和废弃农膜地膜，为打赢“水质达标
决战年”，确保“稳粮保供”，提升人
居环境打好基础。

近日，在我县青年
公园内出现了一种像蝴
蝶一样的蜻蜓——黑丽
翅蜻。据了解，黑丽翅
蜻对水质要求非常高，
平时很难见到它们的身
影。这种酷似蝴蝶的小
精灵背部闪着蓝色的金
属光泽，像一层绚丽的
铠甲。它们后翅宽大如
蝶翅，展开可达70毫米，
飞行时又似蝴蝶一般扇
动翅膀，因此又有“蝶形
蜻蜓”之称。

通讯员 李献诚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南
州 高瑾敏 通讯员 周瑞平）
近日，团县委联合县农业农村
局、马塘镇团委组织“青禾”科技
志愿服务队——江苏安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高产科技
志愿队在马塘镇潮南村开展青
年博士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志愿服务队先后参观了南
通逸涛菌业有限公司食用菌产
房、种植基地，详细了解食用菌
产业发展历程、经营模式、规模
效益。志愿者们就食用菌产业
发展基本思路和构想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交流，并希望通过引
进适合的食用菌品种，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可推广、产收比高的
品类，达到农户致富增收，壮大
村集体经济和产业兴旺发展的
目的。

在潮南村村委会，常熟理工
学院副教授现场讲解了羊肚菌
生产方面的相关知识。食用菌

高产“青禾”科技志愿队队长陈
杰告诉记者，今后他们还会联合
一些产业和学术方面的专家和
学者，和逸涛菌业有限公司开展
互动交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真
正运用到实践中。

据了解，江苏省“青禾”科技
志愿队是由团省委联合省农科
院、南京农业大学等涉农高校组
建，以涉农科研院所、高校青年博
士为主体，在全省组建 100支以
上“青禾”科技志愿队，围绕农作
物、畜禽、水产、园艺、农产品加
工、休闲农业等地方特色产业，依
托“青禾”科技服务站、青年之家
等阵地，每年结对种养大户、涉农
企业不少于 100个，推广应用新
技术（品种）不少于50项，认领科
技攻关任务不少于20项，形成专
题调研报告不少于 100份，开展
专题宣讲不少于 100场，为建设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
鱼米之乡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时间：6 月 20 日
上午10:40

地点：县城三元
世纪城内

现象：停车位空
闲，无车位路边却停
放多辆汽车。

全媒体记者 摄

“青禾”科技志愿服务队助力
食用菌产业发展

城中街道

零差率配供农药助节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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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建设文明城市 共享美丽家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姜红
陆和煦 包玉龙） 27日，大豫镇老
年大学开展“喜迎二十大，银龄再
出发”主题教育活动，帮助老年人
融入数字化生活，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

活动中，大豫镇各老干部支
部的近百名成员学习了智能手机
操作运用之信息安全防范，详细
了解正规手机 APP 与虚假手机
APP的区别，增强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的意识和能力。随后，来自
县红十字会的专家从饮食、睡眠、
运动、心态等方面，讲解了科学养

生以及应急救护等相关知识。
据了解，大豫镇老年大学创

办于 2006年，也是我县老年大学
的第一所镇级分校。该校以“增
长知识、促进健康、丰富生活、服
务社会”为办学宗旨，每月开展一
次大课堂并实行常态化管理，深
受老年群体的认可与喜爱。同
时，不定期举办送文化到村居等
活动并设立村居办班点，努力将
老年大学的社会性、公益性、民生
性落到实处。今年下半年，该校
将开设乐器、舞蹈、运动类等特色
兴趣班。

大豫镇老年大学

助老人畅享数字生活

如东县大豫镇巩王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