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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周君夷冤正值秋收
时节，在四明镇水稻收割现
场，秸秆还田的机械随处可
见。作为农业大县，我县已
经实现连续多年秸秆“禁烧
季”的“零火点”目标，秸秆
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始终
走在省、市前列。

传统的农作物秸秆机
械化还田是实现秸秆禁烧、
合理处置农作物秸秆最直
接的方式，但长期以秸秆旋
耕还田为主的浅表还田模
式已不能更好的满足当前
农业生产需求。生态型犁耕
深翻还田是当前提升秸秆
机械化还田质量的最佳模
式，是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的重要内容。
同时推进农作物秸秆离田
综合利用是践行新发展理
念，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需
求，秸秆离田是今后一段时
期秸秆综合利用的主要发
展方向。今年以来，我县从
推动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
田转型升级、加快做好秸秆
离田利用、全面拓宽秸秆综
合利用渠道等方面入手，着
力破解“丰收的烦恼”。

加快还田转型升级。我
县鼓励镇区逐步有序缩减
以传统的旋耕还田为主的
低效还田模式，积极推广生
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装备和
技术，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深度和均
匀度，减少耕作层土壤秸秆混合比，恢复提升
耕地地力，促进后茬作物壮苗早发、高产稳
产；加强犁耕深翻还田支持政策研究，加快犁
耕深翻还田技术的普及，加强犁耕深翻还田
农机装备推广应用，加大犁耕深翻还田作业
补贴支持力度，不断提升犁耕深翻还田作业
占比，努力推动全县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转
型升级、量质并举。

强化离田综合利用。我县加强秸秆离田
综合利用工作的宣传培训和发动，要求镇区
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把任务分
解落实到相关村（居）和规模种植户，逐一签
订责任状，细化各项措施，确保实现田头、路
边、河边“三清”目标；狠抓离田主体落实和收
储体系培育，认真落实秸秆离田扶持政策，积
极支持鼓励各类涉农主体购置秸秆离田农机
装备，各类涉农主体投资新建秸秆收储体系，
各类涉农主体投资新建秸秆综合利用企业，
努力夯实秸秆离田综合利用工作基础，不断
健全我县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持续深化督查
考核，利用考核指挥棒，把秸秆离田综合利用
工作作为全县农业农村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之一。

拓宽综合利用渠道。我县强化市场运作，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招引，积极落实收
购企业、收购数量、收购地点，实现企业、农
民、社会三赢；鼓励镇区复制临海秸秆加工企
业模式，完善服务体系，积极推广拓展秸秆饲
料化、肥料化、菌料化、燃料化、原料化“五化”
综合利用新途径，构建可持续的秸秆收集、贮
运、销售、利用产业体系，增加秸秆生产、收
储、利用等产业全链条收益，使昔日的“废弃
物”变成群众增收的“香饽饽”；探索制定扶持
激励秸秆离田利用的政策，对稻麦秸秆收集、
离田、利用（对稻麦秸秆离田作业和收储体系
建设全环节） 等全环节实行具体可操作的资
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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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11 月 1 日，全市高质量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徐缨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最新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勇当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奋力
谱写新时代盐城乡村振兴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市委副
书记、市长周斌为“强村行动”百名菁英代表授旗，市委副书
记、统战部部长羊维达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费坚就高
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1+6”政策文件进行解读。县委书记吴
冈玉参加市主会场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会议室设
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视频会议实况。

徐缨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盐城是农业大市，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三农”领域理应重点突破，党建领航理应走在前
列。全市上下要胸怀“国之大者”，从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坚决扛起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充分
认识党建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性地位，切实增强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使命感责任感，不断健全党建引领的组织体系、制
度体系、工作机制，聚力打造东部沿海大粮仓、生态食品大超
市、乡村休闲大花园，在丰饶富庶的盐阜大地上奋力谱写乡村
振兴的时代新画卷。

徐缨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聚焦支部建设、聚力产业发展、聚效基层治理，围绕“党建

+”推动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充分激活乡村振兴红
色引擎，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
展动能、治理效能。要突出强基固本、提升政治引领力，围绕组
织振兴，优机制、强队伍、打基础，增强基层干部政治能力，强
化基层组织政治功能，严守基层工作政治红线，为乡村振兴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要突出富民增收、提升产业驱动力，紧扣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个大趋势，在产业定位上布好局，在
支部领航上聚好力，在利益联结上牵好线，做到兴一个产业、
强一村经济、富一方百姓。要突出选贤任能、提升队伍战斗力，
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发挥县镇党委龙头作用、农村干部骨干
作用、乡村人才支撑作用，开展创业型村支书队伍建设，组织
百名菁英“强村行动”，大力实施“三乡”并举战略，支持“土专
家”“田秀才”办企业、兴实业，推动“看得出、站得出、豁得出”
在乡村振兴一线蔚然成风。要突出为民惠民、提升组织凝聚
力，坚持问题导向，凸显农村党组织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党群
服务综合体的主阵地功能，激发基层党员群众的主力军意识，
开展党员带领致富行动，办好群众牵挂的关键事、普遍获益的
心头事、温暖人心的身边事，以干部的“奋斗指数”，催生乡村
的“振兴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突出治理有效、提
升发展软实力，规范基层运行机制，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注重
防范化解矛盾，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基层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
理模式，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善治向上的基层政治生态。

徐缨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
略的高度，真心关爱基层，强化统筹协调，细化工作举措，推动
各项任务落细落实，不断筑牢乡村振兴坚实根基。责任落实要
到位，抓紧出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责任清单，抓考核、树导向，
抓项目、作示范，抓作风、树形象，履行好领导责任、主体责任、

直接责任，形成市县镇村协调联动、一贯到底的工作体系。联
动帮村要到位，突出上下联动“帮”、统筹联动“帮”、村企联动

“帮”，发挥强村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建立联合党委、中心村党
委模式，推动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促进共同发展。支持激
励要到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在政策集成上要善做

“加法”，在基层事务上要多做“减法”，在改革创新上要敢做
“乘法”，充分激活基层干事创业的“一池春水”。

吴冈玉在作交流发言时说，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决策部署，积极探索党
建引领富民强村新路径，开展“头雁领航”“创业支部”培育行
动，深化“支部 + 农场”“支部 + 电商”发展模式，一体化推进富
民强村帮促行动和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试点行动，持续推动乡
村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乡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下一步，我县将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市委最新部署要求，切实扛起乡村
振兴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实施基层党建“五聚焦五落实”深化
提升行动计划，清单化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村干部专业化
管理、强村行动等重点任务，擦亮“射阳大米”“黄沙港渔港”两
个金字招牌，进一步探索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有效推进第三次
分配，奋力跑出富民强村“加速度”，绘就“党建红”加“百姓富”
交相辉映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会上，播放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专题片，举行了“强
村行动”百名菁英出征仪式，市住建局党委、江苏银行盐城分
行党委、建湖县委组织部、东台市弶港镇党委、滨海县滨淮镇
公玉村党总支等单位作交流发言。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胤祥在盐城主会场参加会议，副
县长吴海燕在射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县组织收视市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视频大会实况
吴冈玉在盐城主会场参加

11 月 1 日下午，秋阳朗照。沐浴着凉爽的秋风，记者来到
江苏光辉电力器材有限公司采访。步入该公司的生产车间，耳
边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电焊的焦糊味。只
见工人们各司其职，正紧张有序地在现场忙碌。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初，在手订单大概在
7000 万元左右。我们采取歇人不歇机的办法，加班加点赶制订
单，预计本月底就能完成全年订单。”陪同记者采访的该公司总
经理黄强祥告诉记者。

据了解，光辉电力是一家专业从事变压器铁芯及配件、电
力金具研究和制造的企业。作为我县机电行业的排头兵，该公
司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和设备升级，在市场上享有很好的口
碑，2018 年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定，2019 年该企业

“傍上”国内知名企业，与首钢集团联合成立实验室，2020 年与
首钢联合研制成功新的节能型变压器铁芯，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向前跨了一大步。

“我们研发的新型节能型变压器铁芯性能相当优秀，与传
统的变压器铁芯相比，可以节能 25%左右。这对我们公司发展
来说，可以说发生了质的飞跃。今年，全国实行新的节能减排标
准，由于我们公司生产的新型变压器具有行业领先的优势，国
内订单纷纷而来。”黄强祥高兴地说。

为了加快公司发展步伐，该公司踏上了智改数转之路，投
资 500 多万元，新上一条数控全自动横剪线。该生产线的全面
投产既提高了剪切精度，又提高了产品性能。

“下一步，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焦市场需
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以创新为引领，以提升产品技术质量标

准为重点，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
能。”黄强祥信心满满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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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青少年护水意识，积极倡导“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理念，日
前，团县委联合县河长办组织开展“‘河’我一起 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
二十几名“河小青”来到明湖畔、走近射阳河，身体力行守护鹤乡的碧水悠悠。

明湖水库是我县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保障着全县百万群众的饮水安
全。活动中，县港城实验小学、海都实验小学的师生和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者们组成的“河小青”队伍，认真聆听了明湖管理所何长富所长的讲解，了
解明湖的形成来由、生态环境以及巡河护河的相关知识，在风景秀丽的湖长
制主题公园许下“守护河道，从我做起”的庄严承诺。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珍惜水源的重要性，如果乱丢垃圾的话，我们自
己喝的水也会被污染。”县港城实验小学学生郝木兰分享道。

“通过带领学生们亲身实践，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只
有保护母亲河饮用水的清洁，我们的身体健康才能得到保障，我希望我们每一
位青少年都能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活动当中。”带队的王老师说道。

活动还组织部分青年志愿者跟随县河长办工作人员登上巡查艇，共同巡查
射阳河、观摩水面漂浮物打捞现场。作为河长的助手，“河小青”们积极参与管
水、治水、护水，正在为维护生态环境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促进‘河小青’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发展，发挥
少先队员、在校团员、社会组织青年志愿者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带动，潜移默
化地影响周边群众，引导更多的人自觉爱护环境，形成全民参与的社会氛
围。”团县委社联部负责人刘宇宸说。

“河”我一起保护母亲河
本报记者 仇珺

“这里变化太大了！装修得这么豪华！”日前，84
岁的老人唐古兵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我县新落
成的淮剧文化剧场，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古色古香的
墙壁，喃喃自语。

50 多年前，家住合德镇永胜社区的唐古兵曾经
带领工人建成当年的老淮剧剧场。“这里建了新剧
场，他总念叨着要回来看看。前一阵子才动了手术，
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偏要来！”老伴周正玉话音里有
埋怨，更多的是感慨。

淮剧是里下河地区优秀的剧种，始建于 1952 年
初的老淮剧文化剧场曾经是一代射阳人的共同记
忆。2021 年，我县斥资两千多万元在旧址重建新剧
场，并投入五千万元将合德老街打造成“以淮剧情景
为 IP，兼具线上线下展示、体验、直播、销售等功能”
的文化汇聚地、体验地，充分融入淮剧艺术文创、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射阳传统小吃等业态。

一边是琵琶、二胡、笛子、唢呐等淮剧伴奏乐器，
一边是留声机、唱片机、录音机等电动乐器，淮剧文
化剧场的展示厅内，各种颇具年代感的乐器摆放整
齐，令人眼花缭乱，仿佛锣鼓声一响起，此刻便是剧
中人。“这个眼神、手势都要契合你所扮演的角色，注

意一下我的动作！”独具韵味的舞台上，县淮剧团团
长翟学凡正在指导两名淮剧演员如何更深入地探寻
人物内心。

谈起新落成的文化剧场，翟学凡感受颇深。“原
来的剧场环境并不好，几乎每天都是到乡镇去巡演。
现在的新剧场，环境条件各方面都没得说，固定来看
戏的群众也更多。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到‘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的优秀作品’，这正是我们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方向”，他表示，将以报告精神为指引，用戏曲形式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推进城乡“微更新”，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正是
我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的根本目的。从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全县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41 个，
改造面积达 131.74 万㎡，总投资约 1.98 亿元，惠及
15381 户居民。自 2018 年 9 月我县正式启动农房改
善工作以来，新建房屋 8072 套，惠及农民群众 3.8
万户。今年新一轮农房改善专项行动已经启动。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蝉鸣冬有雪。如今的射阳
处处皆是“好时节”。县城内，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宽敞的道路纵横交错，口袋公园装扮一新，健身跑道

随处可见，公共阅读空间星罗棋布，农贸市场升级换
代，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日益攀升。乡村里，公交道路
建设逐步完善，雨污水管道建设日益健全，农村公厕
建设稳步推进，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圆满
解决，温暖的事情随时涌上眉间心头。百万人民“住
有所居，住有宜居”的梦想正成为现实。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我们而言，当前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动人民
群众住房条件改善工作。”县住建局村镇科负责人刘
杰业说，将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实
现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微更新”，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周蓉蓉

位于千秋镇的荣杨农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蕨菜尧藕结尧蒜薹等农
产品加工的企业袁 年可处理产品
5.4万吨袁产品大多出口日本袁受到
客户一致好评遥

图为该公司火热的生产场景遥
吴贵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