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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四季度野新时代射阳好少年冶候选人及事迹公示
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袁宣传表彰新时代好少年典型袁引导全县未成年人努力成
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袁营造崇尚好少年尧学做
好少年尧争当好少年的生动局面袁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袁

射阳县文明办在全县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四季度野新时代射
阳好少年冶宣传推选活动遥 经层层推选尧择优推荐尧审核评
议尧 综合评定等严格规范的程序袁 遴选出一批事迹突出的
野新时代射阳好少年冶袁 现予公示袁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活泼开朗尧多才多艺的优秀少年

热心传承淮剧文化的艺术新星

蔡宜君袁 女袁2010 年 1 月 27 日出
生袁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六渊5冤班学生遥
她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袁连续 5
年被学校评为野小博士冶野三好生冶野少先
队优秀学生干部冶等遥 教师家庭出身的
她袁从小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遥 她
品学兼优尧活泼热情袁学习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遥 她坚持以德为先袁强化自我全
面发展曰她遵守礼仪袁用良好品德演绎
礼仪之美遥 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袁多
才多艺的她喜欢主持尧 朗诵尧 声乐尧画
画袁在校艺术节中多次表演节目袁深受
好评遥 读书是她的一大乐事袁从童话故
事到历史读本袁 从自然科学到天文知
识袁她都读得津津有味遥 她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新时代好少年袁她用自己勤奋和
善良为歌袁热心和宽容为曲袁弹奏暖人
心扉的歌遥

孝老爱亲尧关心社会的美德少年

见遥 如对公示的候选人和事迹有异议袁请向县文明办反映袁
公示结束后袁主办方将对当选的野新时代射阳好少年冶进行
表彰和重点宣传遥
公示时间院2022 年 1 月 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

郑雯晴袁女袁2010 年 9 月出生袁射阳
县千秋小学六渊1冤班学生遥
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要
要淮剧艺术
的传播者遥 2018 年在盐城市少年宫举办
的全市少儿戏曲大赛中她演唱的叶贵妃醉
酒曳获得少儿组一等奖遥 2021 年在江苏少
儿春晚演出中袁表现优异被评为野优秀小
演员冶遥 每周三下午她除了跟随县淮剧团
老师学习唱念做打尧手眼身法等专业知识
外袁平时还把戏曲中生旦净丑脸谱文化通
过绘画的形式讲解给学校的同学听袁戏曲
复习课主动协助老师帮助戏曲班的同学
复习水袖尧台步尧唱腔吐字的练习遥在她的
带动下淮剧班的 24 名孩子每个人都非常
出色遥 2021 年 10 月受江苏电视台少儿频
道邀请参加牛年少儿春晚节目录制遥她常
对同学说要将淮剧艺术之花在校园里开
的更艳袁立志把淮剧艺术发扬光大遥

热心公益尧文明友善的环保小卫士

夏誉铭袁 女袁2012 年 11 月出生袁
射阳县实验小学三渊5冤班学生遥
野孝要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袁敬要
从一言一行中体现冶袁夏誉铭是这么说
的袁也是这么做的遥 在家里袁她是孝顺
的好孩子袁 主动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袁设身处地的为父母着想遥
富有爱心的她经常帮助邻居的老人袁
风雨无阻地去帮助体弱多病的邻居奶
奶袁 邻居奶奶常亲昵地叫她暖心小棉
袄遥 她还常常到留守儿童的家里给孩
子们送去学习用品尧教孩子们读书尧写
字尧画画袁给孩子讲故事袁传递着温暖
和爱袁在她的陪伴和关心下袁留守的孩
子露出了开心的笑脸遥 她像小树苗一
样快乐尧茁壮成长袁传播着孝老爱亲尧
尊师爱学尧助人为乐尧名礼守信文明尧
自强不息的美德遥

姜文卿袁女袁2013 年 5 月出生袁射阳
县新城实验小学三渊2冤班学生遥
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袁她坚信院弯弯
腰袁定能捡出一片净土遥她常常利用周末
时间袁主动到小区尧公园参加环保活动袁
做到一言一行讲道德袁举手投足见文明遥
她坚守文明底线袁带动家人尧身边的同学
一起进行环保活动袁培养环保意识袁积极
参与学校组织的环保公益活动曰 定期向
学校投稿袁 借助校园广播平台对身边乱
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制止和劝导遥
她还利用晨会时间或国旗下讲话的机
会袁 主动与同学们分享环保知识和自己
制作的环保标语等袁 带动更多人感受新
时代的环保理念遥在她的影响下袁越来越
多的同学加入环保志愿者队伍遥

喜讯浴

我省首家县渊区冤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获批筹建

2021 年 12 月 31 日袁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致函盐城市市场监管局袁同意由盐城市市场
监管局负责袁以射阳县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为
建设主体袁筹建野江苏省海上风电装备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冶袁这是我省首家县渊区冤获批
筹建的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袁筹建期为两
年遥
根据筹建任务袁该中心将建立健全全省
海上风电装备的量值溯源体系袁建成覆盖风
电领域校准能力 53 项尧 关键参数 45 项尧其
他检测能力 9 项遥 将联合中科院电工所尧盐
城市工学院等科研院校尧 产业龙头企业袁开

展科研攻关袁拟研究野疲劳试验机动态校准
装置冶尧野风电装备安全温控开关的智能化检
测系统设计冶尧野海上风机叶片曲率在线精密
测量系统开发冶等前瞻性计量测试科研项目
3 项袁 建立省以上计量技术规范及标准 2
项袁解决海上风电装备产业计量测试方法和
测试设备方面的难题袁搭建海上风电装备计
量测试公共服务平台遥
此外袁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的批筹袁标志
着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进入正式筹建阶段遥
下一步袁射阳县市场监管局将坚持在射阳县
委尧县政府的领导下和盐城市市场监管局的

指导下袁着力发挥自身优势袁与盐城市计量
测试所尧 国家风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渊江苏冤加强合作袁深入研究覆盖全省海上风
电装备产业 野全溯源链尧全寿命周期尧全产
业链并具有前瞻性研究冶 的计量测试服务袁
力争通过 2-3 年的努力袁打造具有全省影响
力的海上风电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袁进一
步推动全省沿海地区海上风电装备产业集
聚袁 打通实验室到产品生产的 野最后一公
里冶遥
渊陈艳 朱航宇冤

射阳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科普宣传
1尧什么是食用农产品合格证钥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是指食用农产品生产者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尧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强
制性标准袁在严格执行现有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控制要求的基础上袁对所销售的食用农产
品自行开具并出具的质量安全合格承诺证遥
2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主体哪些钥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主体主要有食用农
产品生产主体 渊含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尧农
民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初级加工企业冤袁鼓励
散户参与试行遥 需要开具合格证的农产品品
类包括院蔬菜尧水果尧茶叶尧食用菌尧活畜尧活
禽尧禽蛋尧生鲜乳尧水产品等遥
3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承诺内容是什么钥
种植养殖生产者承诺不使用禁限用农
药兽药及非法添加物袁 遵守农药安全间隔
期尧兽药休药期规定袁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符
合农药兽药残留以及食品安全国家强制性
标准袁对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合格证真实性负
责遥
4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开具方式是什么钥
种植养殖者自行开具合格证袁 一式两
联袁一联出具给交易对象袁一联留存两年备
查遥
5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分哪些开具单元钥
有包装的食用农产品应以包装为单元开具袁
张贴或悬挂或印刷在包装材料表面遥 散装食
用农产品应以运输车辆或收购批次为单元袁
实行一车一证或一批一证袁随附同车或同批
次使用遥
6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基本样式

全国统一合格证基本样式袁大小尺寸自
定袁内容应至少包含院食用农产品名称尧数量
渊重量冤尧种植养殖生产者信息渊名称尧产地尧
联系方式冤尧开具日期尧承诺声明等遥 若开展
自检或委托检测的袁 可以在合格证上标示遥
鼓励有条件的主体附带电子合格证尧追溯二
维码等遥
7尧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使用场景
7.1 生产环节开具合格证的使用场景
淤手填开具合格证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可以根据合格证的
全国统一样式自行印刷简易的合格证袁交易
时手填开具即可遥
于用便携设备开具合格证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利用手机和便携式
蓝牙打印机袁即可随时尧随地尧随身的快速完
成农产品合格证的开具袁手机软件会自动将
合格证的开具记录与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
溯管理平台关联遥 可将合格证粘贴在农产品
包装表面或随附同车或同批次使用袁方便扫
码查验合格证信息遥
盂用智能机开具合格证
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通过手机 APP 登
录江苏省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系统袁若
用户已在平台注册袁系统会自动同步主体相
关产品尧地址等基础信息遥
为了提高农产品合格证的公信力袁支持
用户通过智能机进行农残快速检测袁系统自
动将检测结果信息与合格证信息进行关联遥
用户点击首页的野检测冶按钮进入检测的提
示页面袁根据提示信息轻松完成样品处理和

检测遥
检测完成后袁用户可以查看检测结果信
息袁检测合格的产品可以点击野打印冶按钮袁
录入产品信息即可完成野自检合格冶农产品
合格证的打印袁用户扫描合格证二维码时即
可看检测结果信息遥
7.2尧收购环节查验尧开具合格证的使用
场景
淤用手机查验合格证
产地收购者尧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尧食品
加工经营企业等在采购食用农产品时袁打开
手机微信扫一扫袁即可查看合格证信息和主
体信息记录袁有效破解食用农产品交易链中
的信息不对称尧信息不透明问题遥 确认信息
无误后袁点击合格证查验按钮袁即可完成合
格证的查验操作袁并对合格和查验记录进行
电子化留存遥 手机软件会自动将合格证的查
验记录与相应平台关联遥
于开具合格证
在农产品进入批发尧零售市场或生产加
工企业前袁产地收购者即可采用手机或智能
机的方式开具新的合格证袁操作方法和食用
农产品生产者基本一致遥
盂入市场环节查验合格证的使用场景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进入集中交易市场
销售时袁 应当主动向市场开办者提供合格
证袁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可通过手机扫一
扫袁识别合格证上的二维码袁完成合格证查
验工作遥
渊射阳县农业农村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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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6 日

热心公益袁践行野雷锋精神冶的好少年
陈启航袁男袁2008 年 1 月出生袁
射阳县实验初中初二渊5冤班学生遥
他是野雷锋精神冶的践行者袁将
爱与奉献付诸于实际行动遥家庭里袁
他贴心地分担着父母的辛劳袁 做力
所能及的家务曰校园中袁他执心帮助
他人袁 大方分享自己的笔记和心得
经验遥 与此同时袁在家人的熏陶下袁
他也成为了一名传递爱心与温暖的
志愿者遥 听闻山区孩子生活的困难
时袁他抓住每一次可能的机会袁拿出
身边的压岁钱袁 向处在贫困中的孩
子捐衣捐书袁传播着关心和力量遥他
紧跟公益浪潮袁 跟随父亲走进建筑
工地尧场馆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知识袁
并充分利用假期时间袁 与同学们参
与清扫街道尧分捡垃圾袁为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贡献力量遥

传承野铁军精神冶的阳光少年
季文耀袁 男袁2010 年 12 月出
生袁射阳县长荡小学五渊3冤班学生遥
他是一个品学兼优尧多才多艺
的阳光少年袁受爷爷的影响袁他从
小就崇尚铁军精神尧 学习铁军精
神袁深入挖掘铁军魂袁他深知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血肉和生
命换来的遥 他积极参加各类红色文
化宣传活动袁 追寻身边的红色基
因袁缅怀不屈英魂袁在社区尧学校用
声音传播红色文化袁用行动传承红
色精神袁将红色精神播撒在每个人
的心中遥 在红领巾寻访野烈士命名
村镇冶活动中袁被评为野铁军小讲解
员冶遥 面对成绩袁他并没有骄傲袁作
为新一代的少先队员袁他努力地向
自己的人生目标要要
要以先烈为榜
样袁立志成才袁自强不息袁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