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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随意倒放在路边绿化带树下

全媒体记者 摄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平）本月以来，位于洋口镇浒路
村 5组的张强葡萄园初步建成，
新栽的阳光玫瑰葡萄苖吐出嫩
芽，张强每天清晨都要来到葡萄
园，掀开苖床上覆盖的薄膜，查看
土壤的湿度、温度，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精心护理，这对于一个
种植葡萄 20多年的老种植户来
说，张强在种植方面发生了脱胎
换骨的变化。

今年 46岁的张强原来是洋
口农场九工区的葡萄种植户，他
20 多岁时与父亲一起种植葡
萄，一直选择口感好、果型大且
成熟期错位的葡萄品种种植，他
家的葡萄采摘周期比较长，在当
地种植也小有名气。然而，由于
葡萄的品质与市场上的高档葡
萄差距较大，一直没有实现高产
高收。

“以前我种植葡萄图产量，不
图质量，现在人的口袋有钱了，他
就是找好的吃，还是质量取决于
价格。我在浙江嘉兴看到阳光玫
瑰一亩田最高产值能达到 11万
到 12万块，今年种苗，明年收。”
张强说，去年，他专门前往浙江嘉
兴取经，通过拜师学艺，发现自己
原来的种植技术和理念与他们的
差距很大。于是他下定决心，投
资140多万元，流转土地70多亩，
建起了自己的葡萄园。“原本的葡
萄品种施肥以化肥为主，而这种
葡萄施肥，全部是有机肥，改良土
壤。现在避雨棚做好以后，葡萄
淋不到雨，就没有什么病害，以
前，我的露天（葡萄）一年要打将
近 20次药水，现在一年只打 4次
药水就足够了，不仅减少了我的
工作量，让消费者也吃得放心。”
张强高兴地说。

张强：老葡萄种植户的新谋划

连日来，投资 3500 万元的河口镇烈士陵村、
花园头居委会 1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完成
90%，5月 30日前将完成施工。项目包括新建、拆
建防渗渠道约 6.5 千米，新建暗渠约 15 千米，拆
建、新建电灌站 2座，新建机耕桥 2座，新建涵洞
27 座，新建水泥路约 23 千米，新栽防护林 1974
株，河道整治 1000 米等，完工后将全面实施沟、
渠、田、林、路综合治理，桥、涵、泵、闸、站全面配
套，项目区初步实现灌溉设施标准化、道路建设硬
质化、耕地条田方整化、农田绿化林网化。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 宫向群 摄

民生民生民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钱海军 张平）泡温泉、玩游戏、享美
食……25日上午，小洋口旅游再添靓
丽名片——林克斯温泉乐园正式开
园，多个游乐项目对外开放，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不仅泡了温
泉，还体验了多种水上娱乐项目，很
有意思！”南京市民吴先生恰逢在周
边出差，特地过来“尝鲜”。

“海洋”“温泉”是小洋口旅游度
假区的两大特色主题，“海港、海鲜、
海泉、海韵”是它特有的南黄海风
情。近年来，度假区坚持把旅游产业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以项目
为抓手，做好资源整合文章，不断丰
富小洋口旅游业态、提升旅游服务档
次，打造世界知名的温泉旅游目的
地、休闲游乐综合体。

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有“中国温泉

之乡”之称，一地四泉，拥有42℃碳酸
氢钠泉、76℃芒硝泉、82℃氟硅泉和
92℃重碳酸盐泉。依托得天独厚的
温泉资源，香港保华集团与小洋口旅
游度假区共同投资开发了林克斯温
泉乐园项目。项目总投资 3亿元，占
地 27亩，主打“温泉”和“水乐”两大
特色。其中仅温泉类就有十多个项
目，如日式风吕、六福汤、罗马浴、土
耳其浴、芬兰浴等，按照不同国家特
色，打造了风格迥异的温泉场所，让
游客足不出境体验泡温泉的乐趣。

“我们计划将林克斯温泉乐园
打造成一个集惊险、刺激时尚水运
动、智能、健康、定制水疗健身等多
种项目于一体的大型康养主题综合
体。”小洋口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张佳玄介绍，除了泡温泉，乐园
引进了多项国内外新颖的水上项

目，如德国魔幻旋转滑水道、漂浮造
浪池、儿童水寨等，满足不同群体的
游玩需求，预计年可接待游客量 200
万人次。

在深度整合资源的同时，度假区
还着力在保留原生态自然特性的基
础上，营造高雅独特、清新幽静的景
观环境。小桥栈道，湖水轻柔，山花
烂漫……走进小洋口度假区金蛤岛
景区西区的金蛤花海景区，一幅美丽
的春日美景图映入眼帘。项目采取
梯田花海与背景林带相结合，栈道园
桥与夜光道路相应衬的格局，总面积
约 420亩，园内引入各地的花卉和与
花卉园艺相关的房车露营、民俗文化
展示等，打造一个具有异域多元特
色、自然休闲与文化体验共享的生态
风情区。“以前这里都是荒地，现在焕
然一新，环境优美，吹着海风，心情都

好起来了。”26日上午，县城居民周亚
琴拉着三五好友在花海景区内拍照
玩耍，看到这些变化，她迫不及待地
将眼前的美景发在朋友圈，与朋友们
分享。

一手抓项目开发，一手抓产品营
销。为做大做强旅游板块，进一步
开发旅游市场，近年来度假区管委
会还紧扣“海洋、温泉”定位，先后在
南通、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举办了
多场旅游推介和招商说明会，不断
打响小洋口旅游品牌，拉动旅游消
费增长。“接下来，我们将加快鼎欧
温泉康旅城项目建设，力争在 2022
年初对外开放，同时加深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旅游规范管理，全面
提升服务品质，推动小洋口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小洋口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副主任江劲舟说。

迎接“五一”出游高峰期，小洋口旅游度假区加快旅游项目开发——

文旅产业再添“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银 全媒体记者 吴文军）
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我县客运单位将迎来客
运高峰。28日，记者从如东客运站了解到，目前车站
已增开14个班次，并将根据实际客流情况适时调整。

今年“五一”小长假为 5月 1日至 5月 5日，共 5
天时间。按照往年经验，从 4月 30日起，我县公交
班线将出现客运高峰，一直持续到 5月 1日。其中
30日下午主要是放假回乡的学生，在此期间，城乡
客运班线客流量较大，其中掘港至栟茶、沿南等班
线最为热门。目前如东客运站已经全面开售 5月
8日之前客运车票。从预售情况来看，小长假前两
天，客流量主要集中在每天早晨，方向以中短途热
门线路为主。5月 5日，将迎来上班族与学生流双
重叠加的返程高峰。如东客运站站长何海林介绍
说：“5月 5日出行班次到目前为止已经加班 14个
班次，目的地主要是在南京、苏州、常州、镇江等地，
常州以学生流为主，上海以务工人员为主，4月 30
日和 5月 1日是从外地返回如东的高峰。”今年劳动
节有5天假期，因此多数在外上学、务工人员等会选
择返乡过节。客运部门提醒广大旅客，为确保准时
出行，最好提前购
买车票，以便车站
安 排 加 班 车 辆 。
目前买票方式较
多 ，可 以 通 过 网
络、手机微信和各
售票点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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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五一前受东
北冷涡南掉影响，30日午后到上半
夜，我县将有雷阵雨天气，并可能伴
有 8到 9级雷暴大风。五一假日期
间，5月 1日到 3日白天，我县以晴好
天气为主，东到东南风，风力在4到5
级，气温在13到26度之间。3日夜间
开始到 4日受西风槽影响，将有一次
雷阵雨天气过程，也可能伴有 8到 9
级雷暴大风，5日天气转好。4到5日
气温在 10到 25度之间，偏南风转偏
北风4到6级。

五一期间，我省天气情况和如东
大体一致，1到 2日天气晴好，3日自
北向南先后转为雷阵雨天气，4日雷
阵雨渐止，5日天气晴好。气温比我
县略高，尤其 5月 3日省内西南部最
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

全国范围，五一期间，1日，除云
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四川西部、西藏
东部、辽宁、吉林有小雨外，其余均以
晴好天气为主。2日，在广西大部、广
东西部、甘肃东部和四川东部有中到
大雨。3日，广西中北部、重庆、湖南
北部、湖北中南部、河南南部、安徽北
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日夜里到
4日贵州东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
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有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5日，除我国西南南部
部分地区、东南沿海小部分地区、东
北北部有小雨外，其余均以晴好天气
为主。

我县五一天气晴温度高
雷阵雨偶有侵袭

本报讯（特约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张文彬）近日，马塘镇党
政主要领导带领安监、公安、建设
等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专家，对辖
区内重点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
所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组先后检查了仁和家园
建筑工地、吉买盛购物中心和南通
康瑞纺织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并重
点对建筑施工现场管理和安全防范

措施、超市消防道和消防设备配备、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
了检查和质询，对发现的问题当场
责成相关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马塘镇要求各类企业在“五
一”假日期间，要树立红线意识，
严格责任落实；突出重点领域，强
化风险防控；严格值班值守，强化
应急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马塘镇领导带队开展
节前安全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建
明 吴文军） 28日上午，全县科技
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县委宣讲团成
员戈婷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程和历史总结两个方面，通过视
频影像、图文结合的形式生动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与会人员深刻认识到党为
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感
悟到党矢志不渝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会上还布置了“我为群众办
实事”十项重点项目清单，以坚定
信仰践行初心使命。

全县科技系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冯志云 1986年进
入宇迪工作，从一名普通员工逐步成
长为企业管理者。30多年间，她始终
刻苦钻研，不断开拓创新，也用慈母般
的心肠陪伴、呵护企业成长，在推动企
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实现着自己的
人生价值。

身为公司总工程师，冯志云勇于
科技创新，带领一班人开发了一个又
一个新产品，有的已经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近年来，她主持开发了光学瞄
准红点镜头、椭圆反射镜的模具、门镜

等多个专利产品，数次通过江苏省省
级高新技术产品鉴定，宇迪公司也成
为省高新技术企业。在承接奥地利最
先进的DLP大屏幕投影仪时，冯志云
大胆带领技术骨干成立了党员先锋小
组,经过反复试验，在国内同行中最先
获得成功，一次就接下 3000万元的订
单，打开了欧洲市场。2018年，她与技
术人员共同开发合作的航天航空嫦娥
4号探测器摄像镜头，成功登上月球。

“有了比较难的品种，冯总常常和我们
一起加班，员工遇到困难，她也会到一
线上来帮助协调解决。”小球品管科长

陈绍红对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攻关印象
深刻。

30多年间，她始终刻苦钻研，不断
开拓创新，不但自己带头做，还积极为
公司培养一批技术骨干，使全公司形
成160多人的技术队伍，80%的员工能
熟练掌握技术窍门。在她的带动下，
企业生产管理也得到了不断“提级”，
在学习参观“海尔”等单位回来后，积
极结合宇迪的实际情况，冯志云全面
推行了“7S管理”“大脚印活动”和“零
缺陷管理”，使全公司生产管理走上了
新台阶。日本索尼公司经细致考核鉴
定，将宇迪产品作为该公司在中国的
唯一免检企业，为公司近年来业务收
入年均增长40%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的工作履历非常简单，就是宇
迪。因为对宇迪来说我有一个特殊的
母子情，公司的名称也是我取的。”冯
志云说，对宇迪要像慈母一样地爱护

她，为她分忧，助她成长，这是她的座
右铭。拥有慈母般的心肠，也是宇迪
公司员工对冯志云的一致评价。宇迪
公司 80%都是女职工，冯志云经常和
女员工开展思想交流，女员工见到她，
格外亲热，有的会勾勾她的肩，有的会
亲亲她的脸，关系很是融洽。职工家
庭遇到特殊困难，她都主动带头捐款，
并亲自登门去慰问。她还在各车间广
泛开展各类结对帮扶活动，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引导员工在用心工作的同
时，关心他人，奉献社会，公司也被评
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近日，冯志云入选“江苏省劳动模
范”公示名单。这份荣誉既是对她的
肯定，也是对她的激励。她说，现在她
对自身的角色有了新的定位，就是要
不断培养更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
企业彰显更多劳动者的光彩。

冯志云：爱与坚守成就人生价值
□ 全媒体记者 陆昊 钱海军 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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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

翊 贾兆亮）满怀对党的忠诚和
敬意，29日上午，县融媒体中心
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
对象，来到苏中四分区反“清乡”
斗争纪念馆，实地开展“铭记红色
历史，勇担时代使命”情境党课暨
主题党日活动。

铭记红色历史，勇担时代使
命。活动中，县融媒体中心负责
人向纪念墙敬献花篮，全体人员
向反“清乡”斗争中牺牲的先烈

们默哀，重温了入党誓词，并聆
听了微党课《学史传承担当》。
活动指出，当前，如东正处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县融媒体
中心也处于深化媒体融合改革
的攻坚关口期，更加需要大家从
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们的英勇事
迹中感受初心、汲取智慧、凝聚
力量、勇担使命，把学习教育成
果真正转化为突破媒体融合改
革瓶颈，奋斗“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的实际成效。

县融媒体中心开展情境党课
暨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