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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丁然）水
稻开镰、秋茧上市、蔬菜俏销时节，
许河冬瓜、富安蚕茧双获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认证，丰收的喜悦在轻
风艳阳中传播。

10月 19日，二秋茧开秤前一
天，富安镇富北村茧丝绸产业园的
养蚕大户张松祥背着手在智能蚕
室间“巡视”。绕室布局的智能小
蚕饲育机、大蚕智能饲育机、自动
蚕茧机已是蚕去机空，挂成一溜的
羽化蚕蔟上，满是洁白饱满的蚕
茧。今年，富安镇推进机械化、工
厂化栽桑养蚕，张松祥是试点户，
一秋二秋两期秋茧，26张蚕纸，张
单产近90斤，不仅高产优质，而且
省工省力。“智能蚕室终于智能
了！”富安茧丝绸公司董事长卢克
松介绍：“就在近日，《中欧地理标

志协定》正式签署，富安蚕茧获评
农产品地理标志，进军国际市场又
多了一张金名片。”

在许河镇许北村冬瓜产业核
心基地，连片的冬瓜地里已经换上
了甘蓝、莴苣、大白菜等蔬菜。翠
玉润圆产业园连栋大棚里，试种的
10 多种小果型冬瓜依旧枝丰叶
茂，长长的芭比、圆圆的宝玉、粉白
的粉玉，形态各异。镇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梅亚军介绍，今年许河
农民主产的“墨地龙”冬瓜亩产超
过2万斤，半年种植收入超万元。
镇里引种小果型冬瓜，是为了适应
网上销售的新需求。在鲜之味瓜
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大群农
民正忙着把冬瓜、荠菜、青椒等新
鲜蔬菜装进一只只小纸箱里。今
年春上疫情防控期间，鲜之味拓展

了网上直销新业务。农民经纪人
崔亚冬翻开厚厚的快递发货单：

“今天就要发2000多单。”
截至目前，我市农产品已获认

证绿色食品 94 个、有机农产品 5
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7个。省
绿色食品办公室负责同志确认，目
前东台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全省
（县、市区）第一，加上当前正在申
报的弶港泥螺、弶港文蛤，预计近
年内很难有县市超过东台。市农
业农村局质量监管科科长袁江解
释，申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必
须具备四个独特性：独特的人文历
史、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生长
方式、独特的品质特征。我市西
瓜、青椒、胡萝卜、生猪、蛋禽、山
羊、蚕桑等10多项农产品生产规
模和产量长期位居全国、全省之

首；肉制品、茧丝绸、海水产品、瓜
果蔬菜、家禽、精制粮油、甜菊糖等
主导产业，业业出彩，特色鲜明。

大力度推进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建
设，策应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人民生活高品位提升的新需求，推
进富有地域特色的东台农产品迈
向广阔市场。

规模化、集约化与标准化、品
牌化联袂互动，品质农业拓新路开
新篇。在东台人的传统认知中，
稻、麦等大宗农作物难与高效农业
画上等号。如今，东台优质大米登
上央视，俏销全国，在京东精品园
卖出了 30元/公斤的好价钱。东
台大米农产品地理标志旗下，获批
有机农产品标志的稻米产品就有
5个。(下转第二版)

以品牌化促进标准化 以标准化推进品质化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冠甲全省

本报讯（记者 丁然 通讯员
夏素荣 徐诗漫）日前，市法宣办、
市司法局印发《关于培育“学法
中心户”和“法律明白人”的实施
办法》，指导各镇区深入开展“学
法中心户”和“法律明白人”培育
工作，激发群众学法用法热情，
全面提升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水
平，夯实法治乡村建设根基。

据了解，“学法中心户”和“法

律明白人”是省司法厅和盐城市
司法局推出的法治队伍创建活
动。“学法中心户”指在一定范围
内的家庭户中选择一户家庭，向
外辐射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活
动；“法律明白人”即在法律方面
较精通的居民群众。

根据《实施办法》要求，我市
各镇（区）、村居将把“学法中心
户”户主纳入志愿者管理体系，

建立“法律明白人”学法登记制
度，指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学
法中心户”户主同时被纳入村两
委会成员和社区居委会成员，负
责所在网格的“法律明白人”日
常学法和每月集中学法，依托乡
村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所 、
站）、道德讲堂、农家书屋等阵
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法治培
训。同时，充分发挥“法润民生”

微信群作用，引导“学法中心户”
户主和“法律明白人”入群，组织
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线上普法
答疑和以案释法活动。“学法中
心户”和“法律明白人”培育情况
将纳入乡村治理考核内容，不断
激发“学法中心户”和“法律明白
人”主观能动性，常态化开展普
法宣传活动。

我市再出新招加码乡村法治队伍建设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胡秀萍 贲婷华）10月 19日，我市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以 100.2
的高分通过盐城市级验收，成绩
排名盐城参评县（市、区）第一。

我市自2016年实施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以来，累计完成改革面
积185.1万亩，1452座灌溉站全部
实行计量，成立用水者协会 14
个、分会364个，颁发农业取水许
可证243份。去年全市水稻田灌
溉节水 1747.8 万方，节水率达
4.76%，节水减排成效显著。同
时，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抓手，
通过建立健全工程长效管护机
制，全面落实小型水利工程管护
责任，最大程度发挥工程效益，为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
户收入、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积
极作用。

此前，盐城市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验收工作组来我市，实地踏
勘了五烈镇东里村、梁垛镇高窑
村和舍港村等地，查看泵站运行
管理、计量设施建设、用水者协会
工作开展、台账整理建档等情
况。10月19日上午，验收工作组
在盐城听取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作落实情况及改革成效汇
报，并对照《江苏省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工作验收办法》逐项打分，对
我市改革工作尤其是水权交易、
节水成效及部门联动等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高分通过盐城市级验收

本 报 讯 ( 严 相 顺)10 月 15
日-16日，在昆山举办的“江苏省
首届甜柿优质果评比暨甜柿产业
发展研讨会”上，我市农业农村局
选送的优质甜柿获得 1 个金奖 1
个银奖。

据悉，此次活动由南京农业
大学、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江苏省园艺学会、昆山市农业农

村局主办。会议期间，主办方组
织相关专家对来自全省的 39 份
甜柿样品进行评审，专家组评委
采用编号盲评的方法，根据外观
和肉质等主要品评指标，评选出
25个获奖产品。其中，我市中林
种业有限公司种植的“大秋”，以
其色泽好、个头大、含糖量高等品
质荣获金奖，西溪秀丰园种植的

“阳丰”荣获银奖。
大秋甜柿原产日本，因其有

苹果的脆、梨果的水、哈密瓜的
甜，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其单
宁含量极低，且多食不会像涩柿
那样易患结石。据了解，大秋甜
柿今年在浙江、上海等地区的市
场价为 36 元/斤，因栽植面积的
限制，大秋甜柿即便高价仍供不

应求。
我市中林种业有限公司2018

年引种以来，在中国林科院亚热
带研究所多名专家的指导下，先
后攻克砧木嫁接、授粉等多种技
术难关，于今年正式投产。在全
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壮
大东台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甜柿产业未来可期。

省首届甜柿优质果评比传捷报

东台甜柿斩获一金一银

本报讯（董晨）为巩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成果，连日来，市城管
执法大队积极部署，扎实行动，用
精细化管理筑牢创文基础，提升
城市环境。

按照“主干道守牢、次干道管
住、背街后巷管好”的要求，全面
夯实网格管理责任。采取定岗管
理与区域巡查相结合的方法，埋
头守好“责任田”，着力打好“阵地
战”，全面整治出店经营、流动摊
点、车辆停放以及市容“十乱”等
城市顽症。利用综合执法的“稳、
准、狠”，通过定期组织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全面管控违法建设、广
告店牌、渣土运输等难题，形成震
慑效应。持续推行“门前五包”责
任制和商户自治联盟，定期开展
星级商户评比，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城市管理模式。

近期，共整治出店经营 1420
余处、流动摊点 1030 余处，清理
乱张贴及“牛皮癣”小广告 1500
余处，引导车辆排放 1240 余次，
清理市容“十乱”80余处，处理违
法建设信息 106 条，拆除违法建
设近600平方米。

市城管执法大队
精细管理筑牢创文基础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10 月
20日上午，我市召开2020年符合
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积分
选岗安置会议。紧扣“公开、公
平、公正”的安置要求，33名退役
士兵现场按照积分高低顺序，依
次选择了岗位。

会议指出，做好军转安置工
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举
措，是助力强军兴军的重要保障，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各镇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统
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勇担

政治责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
好、安置好、使用好。要严格落实
各项安置政策，充分发挥退役士
兵的专业特长，科学合理分工，明
确专人帮带，为他们创造良好的
工作和生活环境。

会上，副市长孙高明寄语参
与选岗安置的33名退役士兵，希
望他们加强学习、摆正位置，迅速
完成角色转变，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迎接未来
的各项工作，努力在新的工作岗
位上再立新功。

退役士兵选岗安置会议召开

记者 叶海慧 文/图

高铁站为盐通高铁东台段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
初开工后极力破解难题，稳步推进。目前，随着盐通高
铁热滑实验的开始，东台高铁站建设取得新突破，室内
装修全面铺开，为年底开通打下坚实基础。

10月20日，整个高铁站沉浸在繁忙的工作氛围中。
两侧进出站匝道上，几名工人正将一根根钢筋铺设

在已焊接了整齐钢钉的地面上，为下一步浇筑混凝土地
面做准备。匝道分左右侧，由不同规格的钢板组装、焊
接而成，首尾分别与落客平台、北海路相连，构成了一个
进出站的环形路线，方便旅客进出。

高铁站内装修全面铺开高铁站内装修全面铺开

高铁站右侧售票厅内，几名工人正站在脚手架上焊接龙骨，“先在墙面上焊
接一层不锈钢龙骨，之后挂上大理石，方便快捷，大概五六天就能完成这一区域
的墙面砖。”一名工人说道。

中间候车厅内为工人集中施工区域。消防、装修等工作正同步推进，已全面
进入装修中期阶段。运作的垂直剪刀车上，工人们或安装消防管道，或打磨墙
体，或安装吊顶，紧张快干、各司其职。

一二层候车厅的设计契合“水绿东台”理念，主体颜色为水蓝配香槟金，色彩
明快，不张扬，主材由铝板、铝条板、镜面铝板及防火造型石膏板构成。据该区域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推进度，工人分两班日夜赶工，调用了20台垂直剪刀车辅
助作业，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不忘增加安全系数。

一楼候车厅内装如火如荼，二楼候车室、天桥地板铺砖近半，吊顶同时推进，
整个候车室外立面幕墙全面进入软装阶段。按照要求，所有装修工序将于11月
底全面完工。

赐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微藻行业龙头企业，该公司正致力
于裸藻等新品种研发，目前该项目进入终试试验阶段，有望明年投入规
模化生产，填补国内裸藻规模化培育空白。 记者 杨澄 丁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