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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沙地”上榜
全国四星级示范

我市休闲农业星级企业数
已达8家

本报讯 近日，农业部公布了2017年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示范企业名单，我市印象沙地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象沙地）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四星级示范企业（园区）。至此，我市休闲
农业星级企业数已达8家。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由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中心、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分会联
合举办，在开展2017年全国星级示范企业创建工作
中，经过了自愿申报、地方牵头部门遴选推荐、实地
考察验收、专家审核等程序。

印象沙地以农业发展休闲旅游为重点，注重沙
地文化的传播，为宾客提供尽善尽美的宴会、休闲、
旅游、会务、娱乐等综合服务。印象沙地在接受专家
组验收时，专家评价印象沙地创建企业规划布局合
理，功能定位明确，项目特色突出，基础
设施较为完善，希望进一步加大品牌营
销和宣传力度，不断挖掘更多符合市场
需求的产品和项目，更好地带动周边农
民致富。 （朱俊俊 彭鹏）

同志们、朋友们：
春光明盛世，玉犬贺新年。在这辞

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全市各行各
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群众，向全
体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向驻启部队
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向所有
关心支持启东发展的港澳同胞、台湾同
胞、海外侨胞和各界朋友致以节日的问
候和新春的祝福！向节日期间坚守工作
岗位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天道酬勤、日新月异。刚刚过去的
2017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
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
市上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踏上新征程，展现
新作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启东新篇

章。回首旧岁，我们把“经济强”镌刻于
每一座发展坐标。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989.5 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1亿元。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比分别列南通各县市第一、第二，国之
重器“天鲲号”顺利下水，获评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在全国综合竞争
力百强县市、中国工业百强县市中分别
排名第 23 位、第 24 位，发展质量更实、
更强。回首旧岁，我们把“百姓富”填写
于每一张幸福存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 40759 元、21691 元，增长
9%、9.1%。十大类42项为民实事项目基
本完成，扎实推进富民增收“五大行
动”，全年脱贫任务超额完成，人民生活
更好、更富。回首旧岁，我们把“环境美”
描绘于每一幅生态画卷。“263”专项行

动扎实开展，增绿、护蓝、减排、治污、净
水工作系统推进，美丽乡村、水美乡村
建设大力实施，空气质量达标率保持南
通前列，城乡面貌更靓、更美。回首旧
岁，我们把“社会文明程度高”展现于每
一个凡人善举。入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中国好人”上榜数列全省第一，
道德发展状况测评指数位居全省第二，
文明程度更优、更高。

每一项成绩，都凝聚着全市党员干
部的心血、蕴含了全市人民的付出；每
一点进步，都归功于全市人民不忘初
心、追求卓越的勤奋实践。在此，我们向
所有为启东发展作出贡献的市民朋友
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进百尺
竿。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启东设

立县治90周年。我们将紧紧抓住大有可
为的多重叠加战略机遇期，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系统化推进现代产业、开发开放、城
乡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建设、民生幸福

“六大新高地”建设，坚持“五向”发力，
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
新启东。

东风浩荡满眼春，接续奋斗启新
程。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思想同心、目标同
向、行动同步，奋勇拼搏、奋发有为、奋
力争先，在各个岗位上凝聚坚韧专注的
力量，铸就开拓创新的精神，向着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阔步前进。

最后，衷心祝愿全市人民新春快
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新春贺辞
中共启东市委书记 王晓斌

本报记者 陈晓菊 张春柳

除夕，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春节里人
们最看重的一个日子，在这一天，每家
每户都会竭尽所能，犒劳辛苦一年的家
人，为来年祈福。大年三十，记者来到海
复镇滨海村，访一访这里的年味儿。

黄海岸边、蒿枝港畔，瑟瑟的空气
中夹杂着丝丝咸味。一进滨海村，便看
到这里家家户户都在热热闹闹地为春
节做着准备：贴春联、大扫除、做年夜饭
……下午四点多，鞭炮声此起彼伏，村
里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走进村民朱永辉家，他们一家人正
各自为除夕忙碌着。

朱永辉在为三四只鸡“泡澡”，足有
一大盆。从他的口中得知，这里的鸡
都是自己养殖的土生土长的草鸡，每
只鸡约有五六斤重，她笑着告诉记
者，这可不是今晚的年夜饭。狗年大
年初一自家的农家乐就已被订满，他
们从昨天开始就在着手准备明天5桌丰
盛的菜肴。现在，从排骨、蔬菜到野
生鱼等各式食材都已经万事俱备，就
等游客上门了。不仅是大年初一，农
家乐初三、初五的档期也都安排得满满

当当。
在“云遮雾罩”的厨房里忙碌着的

是老伴儿严建兴。只见锅勺不停上下翻
动，伴随着油锅的嗞嗞声，一阵阵香气
扑面而来，鱼头汤、蒸鱼、油焖猪蹄、炒
青菜，一碗碗美味佳肴在她手中诞生。
想不到吧，这位五十出头的严建兴在自
家农家乐已当了四五年大厨了。烧这几
个家常菜，那自然是小菜一碟。

看着忙碌的老伴，朱永辉得意地夸
起了家里的生意，连说是托了政府的
福。这些年，村里充分利用“渔家乐”
项目落户这一契机，配合生态旅游建

设，大力开展环境洁净、村庄秀美、
百姓幸福三大民生工程。渔村面貌日
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愈加秀美、
百姓生活幸福安宁，呈现出一派祥和、
文明、富饶、清新的景象。去年，朱永辉
将自家两亩半土地流转了出去，每年可
分到1800元的土地流转金，专心在家干
起了农家乐。随着农家乐的不断兴起，
现在全家一年收入比去年翻了两番，突
破15万元。

正聊着，严建兴不知不觉备齐了一
桌丰盛的年夜饭，按照农村风俗，在一
阵欢快的鞭炮声后，年夜饭正式开席，
一家人举杯交盏，互道新春祝福。

天色渐暗，滨海村里鞭炮声不断，
一阵阵欢笑声中从一幢幢白墙红瓦的
屋子间飘来，美丽的小乡村被幸福的年
味包裹其中。

本报记者 李朱雳

2月5日，滨海实验学校活动室里热
闹非凡，一场主题为“拥抱新时代 建设
新南通”的创森宣传演出（启东专场）正
在上演。听，一曲激昂奔放的二胡独奏
《战马奔腾》，让台下观众如同亲临战马
现场，引人入胜又令人回味。一首女声独
唱《鸿雁》，悠扬辽阔的曲调感染了在场
的每一个人。一曲唱罢，掌声不绝于耳。
表演结束后，演员们走下舞台匆匆披上
衣服，彼此低声交流几句后，便一齐匆匆
离去，等待他们的是下一场演出。

“每年春节都是这么过的，已经习
惯了。”市文化馆舞蹈老师陈艳艳说，作

为舞蹈编导兼主持人，每到春节她的生
活基本上都是这样连轴转。“有时候是
为了我们馆里自己的演出，有时候是为
了辅导其他单位的演出。这不，前几天
我正在为我们馆坚持了21年的消防官
兵慰问演出忙碌。”陈艳艳告诉记者。为
了给广大消防官兵送上一场精彩的演
出，陈艳艳都会全身心地投入，无论是
游戏节目的设计，还是采购游戏道具她
都亲力亲为。“和战士们一起排练，一起
欢笑，一起流汗，最后能听到战士们送
给我们节目的掌声，就足够了。”

“像2月8日那天，下午2点是消防
官兵慰问演出，晚上6点是广播电视台
春晚，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市文化馆民

歌手黄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期间文化
馆有三台文艺节目演出，分别在初四、
初五和初六，“在市区演出还好，下乡演
出就辛苦多了，有的舞台在室外，一张嘴
全是冷风，但观众同样也是在寒冷的天
气里观看表演，许多老大爷、老大娘们坐
在塑料凳上，穿着大衣在台下很认真地
观看，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没有理由不
认真给观众演好每一个节目。”黄琴说。

2月6日上午，天气虽然寒冷，但吕
四港镇十二总村公共服务中心却传出
阵阵暖意，32位书法家协会、老干部书
画协会会员在现场泼墨挥毫，将充满浓
情厚意的新春祝福送到村民手中。现场
翰墨飘香，前来领取春联的乡亲们络绎

不绝。大家可直接领取写好的春联，也
可自选春联内容现场书写。“刚才有人
问我‘写这么多字手都酸了吧’，我告诉
他，我每天都要写很多字，已经习惯
了。”市书法家协会会长施惠新说，艺术
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更要回馈给
群众。“想要春联的村民们很多，我们也
想多写几幅字，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
开心了，我们也高兴。”

临近春节，老百姓无疑是幸福的，各
种文艺活动数不胜数，而群文工作者们
则用他们的付出和坚守为大家营造出一
个欢乐、祥和、喜庆和热闹的新年。“虽然
忙碌，但换来老百姓幸福美好的春节生
活，值了。”市文化馆馆长杨晓燚说。

群文舞台显身手

滨海渔家过大年

过年喽

红灯笼是这年味儿中最浓的一笔，一盏
接着一盏，连成一席流动的盛宴。大街小巷，
都浸在这浓得化不开的年味里。高挂起来，
见证世间最美好的团圆。 郁卫兵摄

本报讯 新春佳节在即，
我市不少干部职工坚守工作
第一线，为确保城市正常运
行，让市民过上一个平安、欢
乐、祥和的春节而默默奉献。2
月14日上午，王晓斌、黄卫锋、
顾云峰、孙建忠等市四套班子
领导走访慰问了坚守岗位的干
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
示感谢，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市领导王晓斌、顾云峰、
龚心明、王康力、蔡建平等首
先来到市环卫处，市委书记王
晓斌与环卫工人一一握手。王
晓斌说，春节期间，在全市人民
团圆过节的时候，环卫工人依
然起早贪黑清扫保洁，为城市
的整洁、干净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确保城
市干净整洁，并祝愿大家新春
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在市自来水公司，王晓斌
与工作人员亲切握手，送上新
春祝福。王晓斌说，自来水公
司的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确保了全市百万人民节日期
间正常用水。希望自来水公司
春节期间一定要保证沿线管
道及设备正常运行，落实应急
抢修队伍和设备，保障全市人
民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在市图书馆，王晓斌走访
慰问了工作人员，并详细了解
春节期间的开馆情况。据悉，
春节期间，市图书馆正常开
馆，并将举办展览、送书等系
列活动。王晓斌指出，春节期
间，市图书馆正常开馆，为广
大市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活
动场所。希望市图书馆在做好
日常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创新
举措，向广大市民推荐弘扬正
能量的书籍，起到引导社会风
气的作用。

在市区人民路、公园路路口，王晓斌看望慰问了
在此执勤的交警。王晓斌说，全市公安民警为城市秩
序稳定、市民平安出行做了大量工作。春节期间人
流、车流叠加，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希望大家继续
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与作风，加强公安巡逻和秩序
管理，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幸福、祥和、平安的春节。

市领导黄卫锋、孙建忠、汤雄、潘国红等首先来
到启东汽运集团，慰问一线司乘人员。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卫锋说，春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变大，大家工作
十分辛苦，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要管好队伍，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确
保旅客出行安全快捷。

在市人民医院，黄卫锋等与临床一线医护人员
代表亲切握手，送上慰问金，并致以新春的祝福。黄
卫锋说，医护工作者十分辛苦，在阖家团圆的时刻仍
要坚守岗位，为人民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老百姓对
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还很迫切，随着我市深化医改
的不断推进，发挥龙头医院的带动作用、破解看病难
看病贵仍需我们不断探索，要努力将人民医院真正
办成人民满意的医院。

在市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分中心，黄卫锋等
详细了解了当前用电负荷情况。黄卫锋说，电力供应
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企业能否正常生产。节日期
间，供电部门要制定周密的春运保电方案和应急预
案，随时应对突发性电力故障，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
作，确保全市节日用电安全。

黄卫锋等还来到移动公司、气象局，亲切慰问了
坚守在岗位的工作人员，并叮嘱大家要一如既往做
好服务工作，为全市新春期间正常的生产生活提供
保障。 （黄燕鸣 张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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