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叶海慧

一句嘱托，正步入古
稀之年的王卫民背上行囊
走向渭北高原，把东台西
瓜种在陕西耀州的土地
上。耀州百姓夸赞说，是
老王将东台的“甜蛋蛋”
变成了耀州的“钱串串”。

在我市农业部门挂
上号的“土专家”王卫民
是三仓人，是邻居们眼中
的种植带头人。2018 年
底，原市农委领导找到老
王，希望他长期驻扎耀
州，为东耀协作扶贫项目
——西瓜产业扶贫基地
当好技术把关者，带领当
地百姓种植东台西瓜。

“扶贫是好事，政府
信任我，我得去！”王卫民
做通家人思想工作后赶
往完全陌生的耀州，一待
就是几个月。

整地时，王卫民每天
蹲在大棚里翻土捡石，前
后花了 8 天时间将大小
石粒捡干净，为西瓜苗提
供舒适的生长环境。

浇水时，在东台一次
浇 40 分钟可以顶一个星
期，可是这样的经验在耀
州不顶用。耀州的土壤
干燥藏不住水，浇 40 分
钟水就溢出来，浇 30 分
钟还嫌多。王卫民浇一
会儿水就跑去大棚里扒
开泥土捏一捏、闻一闻，
检查泥土的湿润程度。
一次次尝试后，他将每次
浇水时间固定在10分钟、
两天左右浇一次。“只要西
瓜好好长，再麻烦我也心
甘情愿。”王卫民说。

授粉时，王卫民扫一
眼，雌雄花一览无遗，奈何
徒弟们不分雌雄花。当地
人全靠露天种植、蜜蜂自

然授粉，根本就没有人工
授粉一说。他只能带领着
四五个人围着几朵花，从
基本的讲起。徒弟一朵
花一朵花辨认，理论学得
差不多了，他就布置徒弟
自己找，没有差错才算过
关。

西瓜成熟与否，王卫
民瞧一眼就知道，可徒弟
们不懂，而且一时半会也
学不来。王卫民细细琢
磨后找来五彩绳，在瓜蔓
和纸板上做上对应的记
号，写上授粉时间，从而
推算出成熟日期。

王卫民是个敢闯敢干
的人，事儿要做就一定要
做成功。早些年，镇属集
体企业倒闭，王卫民看准
西瓜行情，回农村承包土
地种植。隔行如隔山，他
硬是靠着临时学来的种植
技术，一举成功。

自从打定主意务农，
他常年订购农业报纸杂
志，白天干活晚上研究，翻
阅了许多的书籍。久而久
之，脑袋中装下的专业知

识越来越多。后来，我市
农业部门在三仓、弶港等
地实施设施农业新项目，
王卫民被聘请充当种植管
护人员，率先接触滴灌、吊
蔓等先进技术。一次，为
了验证自己的种管技术是
否跟上时代潮流，他自费
到北京昌平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参观，一看就记得八
九不离十。还有一次，他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摸
索出了滴灌管子的安装，
让第二天才到达的技术员
吃惊不已。

在耀州期间，王卫民
独自一人守在异乡的山
头，与寂寞为伴，在风雪交
加的晚上巡视大棚，在炎
热的午时掀开薄膜散热，
在狂风肆虐后迅速组织人
员抢管。因为水土不服、
饮食不习惯，王卫民时常
拉肚子。但老王对家人只
报喜不报忧，对一同驻点
耀州的我市工作人员也只
报告基地情况，从未谈及
个人难题。

有一次，西瓜遭病虫

害侵袭，工作人员只接到
了灾情汇报，谁都不知老
人急哭了、血压升高了，一
天没吃饭。他只将这种心
情写在了笔记本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
年 5 月，西瓜产业扶贫基
地开园，看着亲手栽培的
西瓜得到当地政府和百姓
的认可，老人心中乐开了
花，眼中泛着泪花，同时也
松了口气，“没给东台人丢
脸”。

“我是党员，也是普通

农民，带头致富、做平凡
事，天经地义。当组织需
要时，我定能迎难而上，且
义无反顾。”拥有 30 年党
龄的王卫民坚定地说。

此后回家的几个月，
老人并未按照子女要求好
好休息，而是与老伴投入
到田间劳作中。新栽的蔬
菜长得正旺，时有村民上
门请教难题，老人总是倾
囊相授。

王卫民：党员，哪里需要哪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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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故事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王昌才）近日，市
司法局党组召开领导班子
调研成果交流会。

会上，班子成员分别
从我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强化律师行业党建
引领、加强创新人民调解
工作、提升行政复议应诉
能力、规范司法所党的建
设等方面交流了调研成
果，并根据调研中发现的
薄弱环节和短板提出了解
决办法。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司法局在集中学、个
人学、支部学、跟进学基
础上，班子成员紧紧围绕
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
问题、制约司法行政高质
量发展的瓶颈等确定调研
课题、制定调研方案，主
动访谈政法兄弟部门，走
进律师事务所、司法所，
深入基层村居，通过个别
谈心、集中座谈等形式，
听取意见和建议，研究解
决问题的对策。

司法局交流
主题教育调研成果

许 河 镇 四 仓
村农民集中居住
区双拼户型多栋
住宅采用中式风
格的立面，沉稳、
庄重的美感初步
显现。

记者 许翰文
金莉莉 摄

本报讯（崔益峰 朱霆）日前，
梁垛镇召开镇用水者协会成立大
会，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50名用
水户会员参加会议。该镇明确各
用水单位落实专人负责用水计量
设施的安装、用水台账的建立、泵
房的规范化管理等工作。

梁垛镇成立
用水者协会

三仓镇基层支部为 310 多位
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党员“送
学上门”，与他们交心谈心、交流
学习心得，征求他们对主题教育
的意见建议。

陈美林 沈永红 梅小亚 摄

本报讯（记者 叶东
升 通讯员 何国庭）走进
五烈现代农业产业园，阵
阵稻香扑面而来，满目金
黄尽收眼底，各类绿色防
控设备掩映其间。得益于
实施绿色防控，产业园今
年水稻亩产达 1400 斤以
上，品质和口感也有了新
提升。

今年五烈镇致力打造
两大绿色防控示范片，现
代农业产业园便是其中之
一。在园区 1000 亩的示
范片里，一盏盏太阳能杀

虫灯守护在田头，田埂上
间隙种植着一棵棵茂盛的
香根草，田间一只只螟虫
诱捕器错落其中。除了这
些理化诱控手段外，园区
还引入自然天敌，释放赤
眼蜂进行生物防治，应用
短稳杆菌等生物农药防治
病虫害。今年 7月，中国
水稻研究所组织专家到五
烈镇开展随机抽检，结果
表明稻米综合指标在全国
1400 多个抽检样本中名
列前茅。

作为江苏省“味稻小

镇”，五烈镇近年来始终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
将壮大优质食味水稻作
为结构调整主方向，不断
加大新品种引进和新技
术应用力度，全镇优质食
味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5
万亩，占水稻面积近七
成。全镇年产优质稻谷
5 万吨，粮食加工、收储
企业及各类农机、烘干等
机械设备苏北领先，形成
了从种植到加工、销售一
体化粮食全产业链，建成
省级绿色优质农产品水

稻基地，“金满穗”牌稻
米获得“江苏好大米”金
奖。

该镇持续推进绿色防
控体系建设，通过综合运
用农业防治、理化诱控、
生物控制、科学用药、健
身栽培等手段，以两大绿
色防控示范片建设为引
领，辐射带动全镇 7万多
亩水稻应用绿色防控，进
一步提升“江苏好大米”
品质，助力“味稻小镇”提
质增效。

持续推进绿色防控

“味稻小镇”五烈谷飘香

本报讯（记者 周宴）11 月 5
日晚，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东台海
上风电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包场的
方式，组织近百名员工观看电影
《爱在零纬度》。

影片根据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在印尼投资建设南苏电厂中发生
的真实故事改编，呈现了为“一带
一路”建设奉献青春的经历。公
司把本次观影活动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引导
广大党员职工掀起学习先进、争
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激发干
事创业的活力，为地方发展、国家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海上风电员工观影
《爱在零纬度》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 通讯
员 彭海琴 智文）近日，许河镇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课，进一步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
实，取得成效。

党课以“不忘初心使命,勇于
担当作为”为主题，引导全镇党员
干部打足学习时间，做到深入推
进学习、真学善思细悟，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干
群保持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士
气。同时，希望大家通过开展“初
心是什么，使命干什么，奋斗比什
么”“践行‘两海两绿’，强化使命
担当”等思想交流活动，切实把主
题教育与当前实际工作相结合，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高质量发展
上来，为建设“强富美高”新许河
再立新功。

许河镇举办
主题教育党课

安丰镇红安村集中居住区调
节池工程经有关方面批准，前期
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已具备开工
条件，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
工程招标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工程概况：本工程位于东
台市安丰镇境内。

二、工程内容及标准：
1、具体内容及标准：详见甲

方提供的施工图纸。
2、投标人必须自行踏勘现

场 ， 并 与 陈 先 生 联 系
（18962055008）。非甲方重大变
更项目，所有项目的施工内容都
包含在报价内。

三、工期要求：30个日历天。
四、工程质量：合格，保修期

二年。

五、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固
定单价承包，工程量按实结算。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及项目
负责人资格类别：投标人具有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施
工资质的独立法人，并具有安全
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具有二
级及以上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
师。

七、报名时间及报名费：投标
单位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2 时
前携带相关资料到安丰镇招投标
办公室报名（联系电话：张会计
13270020208，85568206），报名
时缴纳资料费300元（不返还），
投标诚信保证金50000元。

八、其它：本工程具体要求详
见招标文件。

东台市安丰镇工程项目招投
标领导小组

2019年11月7日

安丰镇红安村集中居住区调节池工程招标公告

一、原市水务大厦维修工程
招标代理及造价咨询服务项目
已经相关部门批准，项目所需资
金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
标人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二、招标内容
根据招标人要求完成原市

水务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代理及
造价咨询服务，具体实施以政府
发文批准项目为准。

三、投标人必须具备的资格
条件：

1、投标人营业执照具有招
标代理经营范围，且同时具有乙
级及以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资
质的单位。

2、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国家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3、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
单位。

4、非东台企业参加投标的，

必须在东台城区具有固定办公
场所和人员、办公设备。

四、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
用最低评标价法。

五、2019年 11月8日9时至
2019 年 11 月 12日 18时上班时
间（公休日、节假日除外）委派本
单位正式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
原件到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望海东路 65号）三楼购
买招标文件，报名费：200元（不
退），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
0515-85105079、18921837189。

六、开标时间：2019年 11月
13日9时30分。

七、报价地点：东台市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望海东路65
号）三楼东侧。

东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7日

[国资信息]

原市水务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代理
及造价咨询服务招标公告东台镇何垛桥社区党建文化

建设工程，东台镇丁新村户厕改
造工程，经镇政府批准，面向社会
公开招标。

一、工程地点：东台镇境内。
二、工程概况：共二个标段
一标段东台镇何垛桥社区党

建文化建设工程：将党建、文化建
设相关宣传资料上墙。工程规模

约14.25万元。
二标段东台镇丁新村户厕改

造工程：拟对 45 户户厕进行改
造、维修。工程规模约7.9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标段：有国内外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资质的单位均可报
名。报名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
完整准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预审办法。

二标段：有建筑三级（含三
级）以上的单位均可报名。报名
时携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
件（手写无效、工程名称完整准
确）、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复印件都需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资格审查采取后审办法。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

年 11月 12日下午 5:30前，在东
台镇人民政府网格化服务管理中
心 ，联 系 人 ：孙 先 生 ，电 话 ：
13770091515。

五、开标时间和地点：2019
年 11月 13日下午 3:00-3:30在
东台镇人民政府招标投标办公室
3#楼2楼开标大厅（一）开标。

六、联系电话：85263506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8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