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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白蒲镇蒲东社区农家书屋内的儿童书角，小朋友们在阅
读课外书本。该农家书屋除了为社区群众提供各种书籍外，还设置了
儿童阅读区，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

□通讯员徐慧

本报讯（通讯员黄冬梅 融媒体记
者吴青青）近日，全省春化蚕（豌）豆
生产观摩交流会在我市举行。

会议采取现场观摩和会议交流的方
式进行。与会人员在如皋市鑫磊生态家
庭农场进行了现场观摩。会上，江苏沿
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汇报了春
化蚕（豌）豆科研工作开展情况，详细
介绍了近年来春化蚕（豌）豆生产技术
和全国技术推广取得的成果、碳铵闷棚
技术和间轮作种植模式等内容，大家就

春化蚕 （豌） 豆生产技术进行交流研
讨。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春化蚕
（豌） 豆生产观摩交流会紧贴生产实
际，对指导豆类作物生产，提高鲜食豆
类种植水平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指导作
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新品种选
育和试验示范力度，加快育成新品种的
推广应用，加大种植培训覆盖面，打造
产业链体系，以产业促发展，切实带动
农民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何佳 融媒体记者
周玲）日前，市委党校“马跃皋原”理论宣
讲志愿服务队来到九华镇，开展理论宣
讲志愿服务“村村到”活动。

活动中，志愿服务队员深入九华镇
19个村（社区），围绕“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
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主题开展宣
讲。“宣讲内容接地气，听起来不枯

燥！”“宣讲内容鲜活、案例真实，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及时
了解到最近的国家政策，真正做到了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听完
宣讲后，九华镇的党员群众们纷纷点赞。

市委党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市委党校将持续开展各类宣讲，展现党校
担当作为、贡献党校力量，以实际行动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马跃皋原”理论宣讲
志愿服务队走进九华镇

本报讯（通讯员蒋玲 融媒体记者
吴青青）近日，市纺织商会举行第三届
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市政协副
主席、市工商联 （总商会） 主席 （会
长）杜永红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纺织商会第二届
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听取了商会第三
届筹备组筹备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商会章程》修改案、《会费缴纳及使用
管理办法》修改案、《第三届理事会选
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三届会
长、副会长、秘书长等。

会议要求，新一届商会领导班子要
加强自身建设，在建设标准化、活动正
常化、秘书处职业化、经费规范化等方
面不断加强商会规范化建设，以争创全
国、省“四好”商会为目标，努力打造
成为有实力、有特色、有影响的商会；
要当好行业标杆，发挥商会“牵线搭
桥”的作用，为品牌企业和生产企业的
结合牵线，为不同品种的产销结合搭
桥，让行业内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要强化活动组织，不断提升商会服
务水平，把商会建成“会员之家”。

本报讯（通讯员缪玉如 融媒体记
者许周欣）正值春耕备耕的好时节，近
日，市市监局高新区分局多举措开展化
肥质量专项治理行动。

检查经营者的主体资格。该分局工
作人员重点检查了销售经营者是否落实
进货查验制度，化肥包装标识是否规
范，是否按照新的执行标准生产等。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督促销售
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整改，保障
经营销售过程合法依规。

开展对化肥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
该分局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流通领域销售

的化肥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查，以销售
量大或可能存在问题多的区域、场所为
重点，组织开展监督抽查。截至目前，
共检查化肥经营销售者15家次，监督
抽查化肥5批次。

开展社会宣传和服务指导。该分局
工作人员向销售经营者进行讲解宣传，
要求经营者向化肥购买使用者普及化肥
产品质量知识，提供选肥、用肥等技术
指导，引导经营者强化法律意识、质量
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产品质量管理，
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尤振宇） 3月
29日，我市举行医疗保障工作暨党风廉
政建设会议。副市长顾凡参加会议。

会上，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对
2022年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下一阶段
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

顾凡对全市医保系统2022年的工
作成效表示肯定。她指出，医保部门既
是重要民生保障部门，更是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职能部门。她要求，医保系统
要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医保可

持续发展和推进医保集成式改革上取得
新突破；要在持续落实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持续推动医保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和持续健全医保基金安全监管体系上下
足功夫；要大力弘扬治沙优良传统，深
化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对标医保改革发
展任务，坚决把“四敢”要求落到实
处，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皋新实
践贡献医保力量。

会议还对综合考核先进单位、先进
个人代表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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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采取“纯线上”办理和“线下走访+线
上放款”的模式，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和覆盖面；
通过“滴灌”+“让利”，加大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
企业贷款投放力度，实现精准“滴灌”；通过“科
技”+“金融”，成立科技专营支行，单列信贷专项
资金，扶持科技创新项目，创设“专精特新企业贷”
等金融产品，截至2022年末，累计服务科技型企
业346户，发放贷款149.41亿元。

牢记使命便民惠企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之前注册公司，要跑工商、税务等好几个
部门，最快也得两三天，现在就比较方便，到就

近的银行代办点就能办理，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
成。”去年7月，南通辽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宗玄晶在如皋农商银行帮办代办人员
的陪同下，在银行网点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区
领取了营业执照，同时完成了开户登记工作。这
是我市深化“政银合作”，打造企业开办“一站
式”服务新模式结出的硕果，如皋农商银行通过
与市行政审批局合作，在各网点率先设立“企业
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区”，平均办理时长1.5小
时，节约了企业开户时间。

“一站式”服务新模式是如皋农商银行为积
极践行金融惠企便民探索出的有效路径之一。始
终坚守金融为民情怀，该行还关注“银发”“女
性”等客群，强化厅堂惠民公益属性，不断做优

便民金融服务；与卫生所、农资经营点等合作，
建强普惠金融服务点，为农户提供小额取现、转
账、代收代扣、社保缴纳等更高效、更精心的服
务。

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如皋农商银
行在大力弘扬治沙优良传统的过程中，交出了一
份靓丽的“成绩单”，为稳经济、促增长贡献了
金融力量。“只有始终坚持找‘高沙’、战‘高
沙’，我们才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刘刚说，如皋农商银行将不断锤炼“战高
沙”的坚强意志、提升“战高沙”的能力本领，
在新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 员李孝明

我市举行医疗保障工作
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市纺织商会举行
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

市市监局高新区分局多举措开展
化肥质量专项治理保春耕行动

全省春化蚕（豌）豆生产观摩交流会
在如举行

春暖花开，走进城南街道申徐
村万泽家庭农场水蛭养殖基地，温
室大棚里长方形水池整齐排列，基
地负责人季亚琴正在巡池，查看水
蛭的生长情况。“这是我养殖水蛭的
第9个年头了，我们养殖的水蛭叫

‘宽体金线蛭’，药用价值较高。”
2015 年，季亚琴经过多方考

察，在城南街道申徐村创立了万泽
家庭农场，立志开辟一条与众不同
的“蛭”富路。“我们原来在外做生
意，经过多方了解，水蛭行业利润
还可以，所以决定回来养殖水蛭。”
季亚琴回忆说。

万事开头难。专业知识的缺
乏、养殖工作的辛苦，“双重困难”
让季亚琴刚开始的创业之路并不顺
利。季亚琴每天起早贪黑在养殖场
忙活，全身心投入。创业的第二
年，由于太阳暴晒，水池里的水温

升高，一夜之间，损失了近70%的
水蛭。“当时挺受打击的，吃了很多
苦。大热天的，中午也在大棚里
忙，最后还损失这么多。”回忆过
往，季亚琴满是心酸。但沮丧归沮
丧，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咬着
牙走下去。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提升自己
的养殖技术，季亚琴四处请教、反
复琢磨，终于找到了窍门，此后越
来越顺，规模越做越大。从一开始
的 150 多亩地到现在的 400 多亩
地，季亚琴的水蛭养殖基地规模不
断扩大，效益也在不断增加，现在
年产值达1800多万元。

致富不忘乡邻。水蛭养殖给季
亚琴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增加
了当地村民的收入。目前，水蛭养
殖基地常年吸收周围富余劳动力30
多人。“我来这边打工已经7年了，

每天负责喂食、清理水环境，一年
有三四万元的收入，而且靠家近，
家里也能照顾到。”谈及这份工作，
村民郝俊丽很满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给
周围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季
亚琴还和丈夫带了十几个徒弟，手
把手教他们养殖水蛭的方法。余防
震是季亚琴最早的一批徒弟之一，
目前，她不仅自己年入百万，也开
始带徒弟了。“师父不仅传授我们养
殖技术，还提供种苗孵化、销售、

成品加工等服务，让我们没有后顾
之忧，只管养殖赚钱。”余防震说。

乡村振兴，头雁先行。“今后将
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吸纳更多的
群众到基地打工，同时大力推广养
殖技术，让水蛭养殖成为当地乡村
振兴的主打产业，带领更多人走上

‘蛭’富路。”说到未来，季亚琴心
里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吴鑫鑫

全省慈善联动项目调研座谈会
在如举行

季亚琴：做强水蛭产业 带富一方百姓

【上接A1版】
督办“实打实”

从全程耕耘到成果丰硕

加强督办是提高议案办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市人大常委会既注重跟踪督办，更注重办理结
果，全力推动“1号议案”办理取得实效。

一月一专题，每月一督查。市人大常委会以
“管理员”身份，实行“销号式”催办，对办理
情况进行销号管理，并及时通报办理进度、办理
成效；以“研究员”身份，实行“导向式”协
办，对带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普遍性的

问题主动研究探讨，寻求体制创新、机制创新、
制度创新、路径创新，为承办单位办好议案当好
参谋；以“帮办员”身份，实行“服务式”助
办，主动帮助承办单位研究解决议案办理过程中
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

“我们先后对立德树人理念落实、师德师风
建设、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双减’政策实施、
招生入学、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教育人才制度创新、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建
设、高中实验室建设和使用、学前教育等工作进
行了专题督查推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司祝建
告诉记者。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强有力督办下，“1号议
案”办得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如皋市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协会”成立，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学实验室建设得到重视，
被列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政府出台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师德师风长效化建设、教育高层次人才
队伍建设等政策文件11件；“双减”工作成效获
教育部、省教育厅点赞；我市入选江苏省“推动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实验区”。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范晓强 姜 宇

在教育的沃野上书写为民履职的精彩答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袁涌东 吕
丽） 3月30日，全省慈善联动项目调研
座谈会在如皋举行。江苏省慈善总会副
会长高晓平，南通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叶
沈良，我市副市长崔建村参加座谈。

崔建村在座谈会上致辞。他说，近年
来，我市持续健全慈善工作机制，推动慈
善事业与助推乡村振兴等融合发展。他
表示，我市将继续讲好慈善故事，充分发
挥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奋
力推进如皋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高晓平对我市慈善帮扶光伏发电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就进一步推动我省
相关慈善项目实施，他说，要进一步优
化全省慈善联动项目方案，聚焦老年
人、残疾人和困难群体，精心策划实施
慈善项目，让慈善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会上，南通市、淮安市、盐城市、泰州
市及我市慈善总会作交流发言。会前，高
晓平一行实地考察了城北街道袁桥社区
慈善工作站，详细了解了社区慈善工作和
光伏项目推进情况，并进行了现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