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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讯员 丁秀
芹 段海滨) 市疾控中心联合市二院日
前在西溪景区晏溪河社区卫生站开展爱
心义诊进社区签约服务联盟活动，为签
约服务的老年人免费体检，并积极宣
传慢性疾病的日常注意事项及饮食常
识。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掌握实用的健康
知识，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现场开设

“健康讲堂”，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有针
对性地为老年朋友讲解养生保健基本知
识。许多老人表示，这样的活动真是最
好的礼物。

据悉，爱心义诊进社区活动将每季
度开展一次。

爱心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周洪
悦 通讯员 顾礼学 周
逸娜）今年初，安丰镇以
聚力富民惠民、增创共建
共享，不断提升群众幸福
感和获得感为指导思想，
经过多方征求意见，确定
了 16 件为民办实事项
目。

这些项目内容涵盖
农村路桥建设、河道整
治、集镇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卫生、绿色生态、观

光旅游等多个方面，集中
体现了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该镇同时明确镇三套班
子成员牵头负责项目实
施，层层落实责任，确保
把每一件实事认认真真
办好，让人民群众看到实
效，得到实惠。同时，将
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内
容、开工和完成时间张榜
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安丰镇公示
为民办实事项目

连日来，东台镇国土资源所联合多
家部门对全镇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复垦进
行验收。林四海 戴文婷 摄

南沈灶镇安云村 8 组规模种植户崔业前正驾驶自走式植保机喷洒农药，一天可完成 200 多亩，与传统人工植
保相比，工作效率提高了十倍，还提高了农药利用率，大大节省了植保成本。记者 戴海波 摄

本报讯（曹燕妮 何
建华 徐良观）近日，市科
技局一行 4 人到南沈灶
镇开展科技型企业调研
服务活动。

市科技局向华信亚
麻、世目防护、振华港机
等三家科技型企业通报

了全市高新企业申报情
况及新的认定标准，以及
专利申报的新变化，对该
镇今后的科技创新工作
作了技术性辅导，征求企
业对科技局服务企业创
新创牌的意见。

科技局走基层征询意见

本报讯（蒋林 余卫
成）近日，弶港镇召集涉
及的 5 个承办单位逐项
落实人大表提出的10条
建议意见，研究制订切实
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整改
措施。

在产业富民载体上，
年内建成 344 国道沿线
1100亩纳盛特甜叶菊产
业园育苗区和新品种植

展示区，实施渔舍、前哨
滩涂和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整理土地 1万亩，新
增特经作物 1.25 万亩，
增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辐射功能。深入推进“一
片林”工程，成片造林
3200 亩，新增花卉苗圃
2000 亩，重点打造 344
国道绿色走廊，新植栾
树、榉树等各类风景树

8.9 万多株，确保三月底
全面竣工。按照“一河一
策”，对市镇村 110 条三
级河道全部清畅清洁一
遍，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
制。 新建 农村机 耕路
4.07公里、桥梁12座，消
除断头路 4 条。全力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镇
为民服务中心2500平方
米、乡村文化礼堂 6个、

幸福小广场 2 个。实施
乡村“亮化工程”，农村
路灯新添 885 盏。开展

“厕所革命”，新改厕600
座。继续加大环境提升
力度，全面整治农田水
系，疏浚河道87条，新疏
浚条排沟 5 万立方米。
精准实施教育、健康、产
业、项目等扶贫措施，确
保全年脱贫110户。

弶港镇认真落实人大代表建议意见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林慧）3
月 12日，市司法局以植树节为契机，组
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以“上一堂普法课、
送一批普法书、建一片普法林”为内容的
系列普法活动。

上一堂普法课，普及关于森林保护
的法律法规，通过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自
身被判滥伐林木罪的亲身经历给予警示
教育，宣誓从自身做起，热爱自然，保护
森林。送一批普法书，该局精心挑选了
一百多册普法书籍赠送给社区，内容包
含森林保护知识、生活法律常识等实用
内容，努力让全民学法、知法、懂法。建
一片普法林，当天共栽种下 10 棵浙江
樟、30棵红豆杉、25棵紫楠，通过亲身劳
动切实强化普法效能，让法律入脑入心。

司法局植树节普法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 120
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
锋同志学习”55 周年。 3 月 9
日-10日，市人社局组织开展“树
人社形象、展青春风采”系列活
动，通过慰问社会福利院、瞻仰周
恩来纪念馆和义务植树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进一步激发人社系统
新录用人员、新入党人员、新提拔
人员的党性意识和进取精神，努
力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走进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时
光回溯，尘封的记忆一幕幕呈

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在
周总理铜像前，市人社系统“三新
人员”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誓言，在整个广场久
久回响，无不昭示着每一名宣誓
人员的赤诚之心和铮铮誓言。在
纪念馆，人社局“三新人员”深入
了解周总理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
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卓著贡
献，体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豪言壮志，为人民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情怀。
怀着崇敬的心情，“三新人

员”踏上寓意周总理于五十一岁
担任新中国总理的 51 层台阶。
进入馆内，由吴为山创作的《人民
总理周恩来》塑像屹立眼前，汉白
玉的高洁俨然是品格的象征，而
雕像青铜的铮亮折射的则是坚韧
与顽强。主馆内的八角设计和外
观的四方设计，寓意着总理的精
神传遍四面八方。内壁青色墙砖
与白色雕像交相辉映，彰显了总
理清清白白、朴实无华的一生。
周总理生平业绩陈列馆所在的副
馆呈“人”字形，从空中俯瞰，与牌
楼式的景门连接起来，正好构成

“八一”的图型，寓意周恩来领导
八一南昌起义。馆内一件件朴素
的陈设，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展现
着周总理从幼年求学立志到谱写
黄埔新篇，从担任国务院总理到
为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光辉一
生，让“三新人员”感触颇深，深受
教育。

瞻仰结束后，大家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市社保处退休管理
科副科长丁杨表示，周总理以国
家为重、人民为先、无私奉献、忘
我工作的精神影响和感动着一代
又一代人。作为新提拔人员代
表，在今后的退管工作中，将更加
刻苦学习、创新工作，努力做好

退休管理的本职工作，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辉煌。“周总理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深深影响和感染着我
们。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是人社
人应当学习和发扬的优良品质。”
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范书敏说。
莫华芳是该局一名新入职人员，
她表示将学习革命精神，传承革
命传统，不断充实自己，提升工作
能力。

在东台社会福利院，市人社
局志愿者看望慰问了孤残儿童，
给孩子们送去了大米、油、零食、
奶茶等慰问品，并和他们交流互
动做游戏。佳佳是这群孩子中年
龄最小的，出生时便被诊断出先
天性智力和听力障碍，送到福利
院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已逐步
恢复了一部分听力。看到志愿者
的到来，佳佳睁着一双好奇的大

眼睛，费力地伸长小胳膊，要把手
中的零食递给志愿者姐姐吃。人
社局团委书记郁丁表示，以前参
加过多次志愿服务活动，现如今
自己即将为人母，再来参加有了
不一样的感受。计财科科长霍秀
梅说，女儿一直在外工作，照顾这
些福利院的儿童们，算是另一种
母爱的寄托，她希望有更多的社
会人士加入志愿队伍，关心和爱
护这群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

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志
愿服务是一项光荣崇高的事业，也
是一项共建共享的实事。该局将
在全系统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动
员广大干部职工投身志愿服务活
动，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今年3月12日是全国第40个

植树节，10日下午，人社局“三新
人员”又奔赴梁垛镇殷乐村，感受
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魅力，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暖煦春风下，众人
热情高涨、干劲十足，挥锹填土、
压实浇水，合力栽下一株株树苗，
为全市增添一抹新绿。经过三个
多小时的辛勤劳作，一排排整齐
的小树苗在田埂间迎风挺立，孕
育着勃勃生机。大家纷纷表示，
植树造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一项伟大工程，通过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既绿化美化了家园环
境，又增强了绿色生态意识，更让
每个人都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
识、磨砺了作风。

叶东升 孔 越
邹洪喜 蒋大维 文/摄

牢记牢记““四个意识四个意识”” 弘扬志愿精神弘扬志愿精神 激发干事热情激发干事热情

市人社局开展市人社局开展““树人社形象树人社形象、、展青春风采展青春风采””系列活动系列活动

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祖勇 徐海琴

3月 12日上午，走进
溱东镇高策现代农业产
业园绿色芦笋基地，雾气
腾腾的大棚内一排排碧
绿的芦笋直挺挺地朝上
伸着，几十名农家妇女身
着薄薄的衣衫弯腰忙活
着，只见她们手指轻旋，
刚刚还通体碧绿的芦笋
便露出了雪白的根躺在

了桶里。
夏龙村村民腾德凤

一边快速地采摘着一边
自豪地说：“别看我们采
摘得很轻松，其实这也是
个技术活儿呢，采摘的时
候不能出现断根现象，否
则将影响销售。而且还
不能损伤生长点，这样芦
笋每年才可以一茬接一
茬反复生长。我们这70
多个妇女每天可以采摘、
包装 7000 斤笋，这可都

是送往大都市呢，厉害
吧！”

这里工人们忙得热
火朝天，那里基地负责人
董标也没闲着，排订单、
与各地求购芦笋客商沟
通、查看技术工人切根、
把关芦笋品质分级……
他告诉记者说，每天忙得
走路都得小跑，只有等货
全部装上冷链车才能稍
微松口气。目前引进的
品种叫做“翡翠明珠”，它

从小苗到定植，对土壤要
求非常高，PH 值要达到
6.5 以上，酸碱度达到中
性土，适合施有机肥，才
能保证它的品质好、产量
高、色光好，如今产品刚
刚上市，来自南京、上海、
北京、广州客商们纷纷订
货，供不应求。

据悉，高策现代农业
产业园绿色芦笋种植基
地规划占地 1000 余亩，
总投资2000万元。今年

采摘的春笋从去年 3 月
开始育苗、6 月移植定
栽，期间全程施行有机
肥，运用干湿分离的方
法，利用管道将沼液输送
到大棚进行土壤灌溉，再
将发酵有机肥直接覆在
表面，生产工序全程采用
手工除草，喷施低毒的生
物药剂除虫，真正实现绿
色生态有机种植。一年
可 采 摘 三 季 ，年 亩 产
2000-3000公斤，每亩利

润可达万元，目前产品正
在 申 报 绿 色 农 产 品 认
证 。 接 下 来 将 在 现 有
350 亩的芦笋大棚基础
上，再扩展 700—800 亩
芦笋。基地全部建成后，
将成为苏北里下河地区
最大的产销一体化绿色
芦笋大棚种植基地，可年
产优质绿色芦笋 200 万
公斤，实现年产值 5000
余万元。

小小芦笋收益高亩超万元卖得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