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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长江镇谢楼村国林果树
农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内异常忙碌。工
人正忙着将成熟的生菜、萝卜收割、打
包、装车。这些蔬菜将被送往上海、南
京等地的蔬菜供应链公司、大型蔬菜
市场，再配送到餐饮店、超市，走上市
民餐桌。

刚收割的生菜青翠欲滴，看着十
分诱人，且大小都差不多。合作社负责
人王国林介绍，高度在20到25厘米的
生菜口感最佳，这时候收割上来也最
受市场欢迎。

保证生菜的大小和口感，严格控
制生长周期和温度非常重要。合作社
技术员季陈杰说，生菜一年四季都可
以生长，最适宜的温度在20至25℃之
间。夏天温度高要盖遮阳网，冬天温度
低，需要在大棚上加一层内膜保温。温
度适宜的情况下，生菜生长周期相对
较短，在30至35天，而冬天的生长周
期则长一些，达到50天左右。

每位工人手上都拿着一把刀，那
么这把刀有什么用呢？原来，每棵生菜
都要用刀切割根茎，这样菜更好看。将
黄叶去除，拾掇干净，被放入框内过

秤，最后用塑料薄膜蒙上保鲜，装车发
运。

生菜化身“生金菜”。王国林开心
地说：“这里的生菜一天销量达到十几
吨，亩产8千到1万斤，一年一亩田收
益在15000元左右，目前种植的生菜
占地100多亩，算下来仅生菜净收益
就达100多万元。”

别看收益高，种菜其实也是看天
吃饭，每年行情都不一样。“去年生菜
只能卖到4毛钱一斤，今年受北方气
候影响，蔬菜价格相比往年要更贵一
些。”王国林说，加上供应左庭右院、南
京青麦供应链有限公司、盒马鲜生等
大型连锁企业，销量根本不用愁。

离开生菜大棚，来到萝卜大棚又
是另一幅光景。大棚两边放着一排排
萝卜，个头大、浑身雪白，乍看非常像
捉妖记里的胡巴，非常可爱。这里种植
的萝卜品种是水萝卜，个头大，水分
足。“我们平日里在火锅店吃的切片萝
卜就是这种，煲汤、红烧、生吃，样样皆
可。”王国林说。

刚从地里挖上来的萝卜立刻就被
运走，销量十分可观。除了直接售卖，

王国林还对萝卜进行加工。加工厂里，
工人正在麻利地刨去萝卜皮，这些刨
了皮的萝卜直接就可以切片，刨的皮
还可以做成泡菜，萝卜叶可以腌制成
咸菜，一点也不浪费，带来的经济价值
也更高。

王国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
光生菜和萝卜就能赚200多万元，如
果将萝卜进行加工，价格能翻几番，算
下来，一年能再多赚七八十万元，收益
可达300多万元。

家里土地流转后，村民汤淑荣就

在国林果树农业合作社帮忙，除草、施
肥，做一些她擅长的工作，在拿着土地
租金的同时，每年还能拿到2到3万元
收入。

“后期我们还将继续和国林果树
农业合作社合作，扩大种植规模，带动
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谢楼村党总支
书记陈建军介绍，谢楼村还有100亩
大棚正在实施过程中，到明年上半年
村里将增加近300亩大棚，全部用于
蔬菜种植，进一步增加村民收入。

□融媒体记者佘俐 沈群山

订单接到“手软”

如皋菜农靠种萝卜生菜年入百万

●如皋市皋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3206821115822，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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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出厂水水质周报

2021年11月25日—2021年12月1日

备注：1 标准限值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2 根据 GB/T
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的规定，菌落总数需要培养48小时后检测，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需要培养24小时后检测。因此，上表中菌落总数为2天
前出厂水的检测结果，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1天前出厂水的检测结果。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1日 
项  目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标准 

限值 

色  度 

（度） 
<5 <5 <5 <5 <5 <5 <5 ≤15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浑浊度 

﹙NTU﹚ 
0.24 0.22 0.26 0.26 0.26 0.21 0.23 ≤1 

游离余氯 
（mg/L） 

0.40 0.40 0.40 0.40 0.50 0.50 0.50 ≥0.3 

耗氧量 
（mg/L） 

1.2 1.2 1.2 1.3 1.2 1.2 1.3 ≤3 

菌落总数 

（CFU/mL） 
<1 <1 <1 <1 <1 <1 <1 ≤100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 

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不得 

检出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公厕在人们心中早已脱离了曾经“脏
乱差”的印象，方便、干净、贴心、舒适，
已成为它们新的代名词。在我市主城
区共有公共厕所74所，这些厕所无一
不是干净整洁无异味，让前来如厕的
市民们赞不绝口。而这些都离不开南
通鼎盾保洁员们的辛勤付出。

一尘不染
积极营造公厕“小环境”

“这间厕所特别干净，一点味儿都
没有，我每次来，阿姨都在不停地擦
扫，不用说便池了，就连门框的边角上
都没有一点儿灰，我自己家的厕所都
不一定有这么干净。”在新世纪广场附
近的一处公厕内，如厕后的市民冒莲
和朱怀英边洗手边不住地称赞公厕的
干净卫生，而她们口中不停擦洗公厕
的阿姨，就是这间公厕的保洁员吴美
珍。

新世纪广场公厕位于市福寿路与
益寿路的交叉口北边，又因着靠近广
场，每天来这里如厕的市民络绎不绝。
吴美珍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厕所里的所有设备乃至墙、隔断板和
地面擦上一遍。“有些地方，你不注意

是看不到它脏了的，如果不仔细擦干
净，时间长了就不好擦了。”吴美珍十
分注重细节，墙角、门棱、开关上的缝
隙，她都不放过，一一清理。

最初，吴美珍从事这一行的时候，
心理也不适应，总觉得这项工作低人
一等，但干了一段时间，听到周围居民
的夸赞，她释然了。“这个厕所很漂亮，
比我家里的厕所还好，一共三个卫生
间，还有一个公共休息室。”吴美珍说，
她现在吃住都在这个公厕，可以说是
以厕为家，“我会用心打扫，让这个

‘家’一尘不染；定时维护，希望这个
‘家’贴心实用。”

用心缔造
认真当好公厕“小管家”

其实，像吴美珍这样的公厕保洁
员，在我市城区有30多人，他们不仅
爱岗敬业，细化保洁工作，还助人为
乐，展现出皋城的良好形象。今年6月
份，碧霞路公厕保洁员储开梅在打扫
公厕时发现男厕蹲便器处有一部遗失
手机，连忙拾起手机，妥善保管起来，
等待失主认领。

而另一边，市民赵玉邦丢失手机
后，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未果后，突然

想到可能是早晨上厕所时遗失了。赵
玉邦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到厕所寻找，
见到了一直未曾离开的储开梅，两人
核对信息后，储开梅及时把手机还给
了他。赵玉邦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非
常激动，还特地赠送了一面锦旗表示
感谢。大家也对储开梅这种拾金不昧
的精神表示赞扬，然而，储开梅却表
示，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
说：“谁丢东西不着急呀，我也没做什
么，只是把手机还给了失主。”

其实，拾金不昧行为在我市公厕
保洁员当中屡见不鲜，每次在拾到他
人的遗失物后，公厕保洁员们都能急
他人所急，第一时间联系归还，弘扬正
能量。

精细管理
努力提升城市“大文明”

城市公厕，一直被视为城市的窗
口和城市文明的缩影，为深入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理念，市城市管
理局切实加强公厕管理，而公厕保洁
员，则是公厕管理中一个平凡但不可
或缺的岗位。2020年，南通鼎盾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招标，接手管理我
市城区的74所公共厕所，积极营造整

洁、优美、文明的如厕环境。
如今，提起我市城区的公共厕所，

不仅市民们竖起大拇指，就连市市民
寻访团的成员们也是赞不绝口。“我们
经常组织成员对城区的公厕进行巡
查，从几次的巡查结果看，这些公厕不
仅干净整洁，还提供了很多贴心周到
的服务，可以说是街头‘一景’。”市市
民寻访团第5组组长贾中兴评价道。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公共厕所与
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为保障公厕24小
时正常运转，我们管理人员的手机始
终保持24小时畅通，加班加点是常
事。有时遇到棘手的维修，要连夜加
班，饭都顾不上吃。”鼎盾保洁公厕项
目经理朱春龙告诉记者，他们对公厕
实施专业化、精细化管理，还建立了经
理、管理员、保洁员三级管理体系，实
施网格化管理。同时，他们还加大培训
力度，针对工作职责、仪容举止、行为
规范及注意事项等对公厕保洁员开展
培训，不断提升公厕规范服务和精细
化管理水平，提高行业文明程度和社
会公众满意度。

□融媒体记者严保林 吴环宇

鼎盾保洁：

做让群众满意的公厕管家

本报讯（通讯员陈艳 融媒体记
者邱宇）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
总支工作人员来到挂钩联系的城北
街道庆余社区开展“党旗红、先锋在
行动”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全体
党员干部与庆余社区党员代表重温
入党誓词，共同学习、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中回望初心、启迪智慧。退役
军人“红色先锋”志愿服务队红色宣
讲团成员为大家讲述了如皋第一位
共产党员吴亚鲁的革命事迹，全体党
员在革命先辈为了崇高理想顽强斗

争、不畏牺牲的不屈品格和豪迈气概
中汲取砥砺奋进力量。活动中还进行
了纪律教育，进一步提升大家的思想
认识、补足精神之钙。最后，全体党员
深入社区一线，开展《退役军人保障
法》等政策法规和“反间防谍”宣传。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丰富了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党史学习教育载体，推动
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社区一线
落地见效，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立足
本职岗位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坚定方向道路、担当历史使命。

本报讯（通讯员王婵婵 邱星
星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为深入贯彻
落实南通市及如皋市党代会精神，动
员全委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和政
治觉悟，进一步锚定“挺进县域二十
强，打造跨江融合发展样板区”的目
标追求，近日，市发改委举行四季度
大党课，邀请了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施祥贵前来授课。

与会人员观看了江苏力星通用
钢球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专题片。施
祥贵结合具体事例，讲述了力星股份
发展壮大的全过程。施祥贵的讲述娓
娓道来，令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进
一步坚定了大家勇担新使命、砥砺新
征程的责任感。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施祥贵
为标杆，学习他“一生只干一件事，就

是做出好产品”的这股韧劲，“只要有
决心、受过的苦就是一种动力，只要
勇闯敢拼、‘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这
股闯劲，“超二争一，追逐世界之巅”
的这股拼劲，把施祥贵的智慧精神转
化为学习的动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昂扬斗志，在新征程中奋发有为，
在新赛道上争作贡献。

活动指出，作为新时代的发改
人，要提升干事激情，变“要我做”为

“我要做”，增强激情干事的政治定
力；要提升履职能力，加强对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谋划，理清
谋大做强的发展思路和方向；要提升
协同效应，坚持“项目为王”的工作导
向，推动重特大项目落地落实，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势加透博洁净动力如皋有限公司于2018年入驻
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科技创业中心。2020
年，公司创新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VCO-
TA车规级无油电驱动叶轮机械平台化技术架构，申
报南通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后，企业已通过2021年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市发改委：

强化职责使命 积极担当作为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党旗红、先锋在行动”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吴昊 黄晓娟）
近日，市城管局召开一线执法人员座
谈会，不断提升执法人员服务百姓民
生、服务城市发展的能力。

座谈会之前，该局党组书记、局
长黄山虎深入基层执法第一线，实地
调查了解我市城市管理执法情况，要
求从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的高度，贯彻
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对新时期城市管
理和执法工作的高标准、高要求。

近年来，市城管局紧紧围绕城市
“精致细腻、整洁有序”的管理目标，
将城市管理事业作为提升城市品位
的有效载体来谋划，作为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的重要举措来推进，积极推动
党建引领、城市系列创建、市容长效精
细管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综合执法
效能提升、智慧城管建设“六大工程”，
努力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
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发城市管理工
作活力，提升综合执法效能。

座谈会上，黄山虎要求，全体人
员要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继续保持
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做法和好作
风，在“三个加强”上做文章。进一步
加强队伍规范化建设，坚持党建引
领、依法行政、示范带动，以制度管人
管事，消除监管盲区，堵塞新的风险
点，努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
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城管执法
队伍；进一步加强内部规范化管理，
推进环境打造，强化责任心、增强凝
聚力、提振精气神，充分调动干部职
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
步加强学习的常态化、制度化，面
对综合执法职能面广、量大的实
际，要不断加强学习，创新工作思
路，探索执法新问题的解决思路、
方法，充分把握执法工作的原则性
与灵活性，努力提高综合执法效
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增强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服务百姓民生 服务城市发展

市城管局召开一线执法人员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