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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弘扬慈善精神
凝聚爱心力量
我市4个先进单位、1名先

进个人和1个优秀项目受到表彰
本报讯 7月27日，在南通市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暨全市慈善工作会议上，我市4个先进单位、1名
先进个人和1个优秀项目受到表彰。

我市慈善基金会实施的“携手养老”项目获评南通
市慈善救助优秀项目；我市今启公益协会荣获南通市
慈善志愿服务先进单位；我市慈善基金会荣获南通市
慈善文化传播工作先进单位；吕四港镇慈善分会、吕四
港镇天汾镇村慈善工作站荣获南通市先进基层慈善组
织；吕四港镇慈善分会田卫菊荣获南通市慈善工作先
进个人。

今年以来，我市慈善基金会把企业认捐、“一日捐”
作为主渠道，将冠名基金、定向捐赠作为增长源，最大
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尤其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市慈善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慰问关怀
活动。鼓励支持成立首个关爱医护人员的公益基金，江
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注入100万元，用以表
彰和奖励冲锋在前的医务工作者；鼓励社会向医疗单
位捐款战疫情，市慈善基金会、慈善总会共支出关怀慰
问金77.52万元；对防疫一线社区工作者进行关爱慰
问，共支出61.2万元，对全市在防疫工作中表现优秀、
家庭困难的一线人员进行慰问。此外，市慈善基金会还
进一步关注民生、了解民意，不断优化救助项目，实施
为低保、重残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提供资助的“携手养
老”项目，每人每年补助120元，今年已支出83.976万
元，共计6998人受益。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通讯员 陆成璐）

融媒体记者 陈艺文 朱裕玲

7月27日一大早，南清河村7组村
民高维昌骑着电动车，准时来到江苏蛭
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班。清理、消毒养
殖塘，给水蛭喂食……一整套工序，高维
昌轻车熟路。“我在这边打工已经第四个
年头了，算是老员工了!”高维昌告诉记
者，他家目前除了土地流转有固定的收

入，每月还有近3000元的工资收入。
蛭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的水蛭养殖基地。水蛭，也是我们俗称的
蚂蟥，它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有着很
好的疗效，是我国重要及稀缺的药材。在
南清河村，水蛭养殖开始于2015年，通
过几年的尝试，蛭通生物科技于2017年
正式成立，并从此走上了规模化养殖的
道路。截至目前，该养殖场养殖面积有
400多亩，总投入达1800多万元，是
国内目前最大的水蛭箱式养殖基地。公
司负责人蔡振飞向记者介绍，目前公司
在南清河村流转土地400亩多亩，每年
的5月至10月是养殖场的收获期，这期

间用工量最大，平均一个月用工达100
多个。

一直以来，惠萍镇的南清河村以水
产养殖而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80年
代初，村民们自育扣蟹，再放置于蟹塘
饲养至成蟹，但都是小打小弄，不成气
候。多年前，南清河村以农民增收为突
破口，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因地制
宜发展水产养殖业。如今在南清河村，
大大小小的扣蟹养殖户有30多家，养
殖面积达1500多亩。短短数年间，南
清河村的扣蟹“爬”进了洪泽湖、太湖
等国内著名的中华绒螯蟹主产区，养殖
户们不仅自己鼓了腰包，每年还直接创

造了300多个就业岗位。
南清河村党总支书记施正权告诉记

者，目前全村因发展水产养殖流转土地
1900多亩，受益的农户有 700多家。

“老百姓土地流转后，劳动力解放出来
了，都成了养殖基地的员工。”家住16
组的夕美琴，目前在村里的“启兴大本
苗扣蟹养殖基地”上班，5年前，她家
的3亩责任田全部流转给了养殖基地，
同时也成为基地的一名员工。夕美琴告
诉记者，她家除了每年亩租地收入800
元外，每月还有近 3000 元的工资收
入。村里像她这样常年在基地打工的有
40多人，平均年收入都有2万多元。

7月30日，广汇能源启东物流公司5
＃20万立方米储罐正在紧张施工。广汇
5号罐5月22日开始桩基施工，目前400
根桩已全部打好，进入本体施工阶段。5
号罐建成后将成为广汇单体容积最大
的LNG储罐，使广汇的总储备能力提升
至62万立方米，将进一步增加大公司的
运转能力。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本报讯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3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市领
导王晓斌、邵茂华、龚心明、张晓峰、唐海
兵等分组走访慰问驻启部队官兵和部分
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给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

7月30日上午，市领导王晓斌、张晓
峰、唐海兵首先来到消防救援大队，向消
防队员们致以节日问候。启东市消防救
援大队共有33名消防指战员，197名政
府专职消防队员。下辖1个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站、8个政府专职消防队和5个
保安消防队。市委书记王晓斌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奋战在消防一线，为
启东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消防队员
们表示慰问和感谢。他说，在全市生产生
活中，消防大队承担了保一方平安的重
任，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按照市委、
市政府和消防工作要求，坚守岗位，为启
东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继续作出消防队

伍应有的贡献。“目前运营情况如何？还
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王晓斌详细询问
了转隶后运营情况。他指出，消防是专业
性非常强的工作，市消防救援大队要加
强队员引进培养，全面提高队伍专业化
水平。市相关部门要在编制、资金、人员、
装备、办公场所等方面全力支持，提高专
职消防队员待遇水平，确保队伍稳定。

随后，王晓斌一行来到万豪花园，看
望困难企业军转干部朱品家，关切询问
老人的身体生活情况。现年83岁的朱品
家患有帕金森、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
病，常年服药，生活困难。王晓斌感谢老
人为党和国家作出的贡献，希望老人保
重身体，并叮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社区
居委会的同志要关心好老人生活。

在市人武部，王晓斌与官兵们一一
握手，亲切交谈，送上节日的问候。王晓
斌说，今年以来，我市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稳健发展，

各项经济指标明显回升，为下半年进一
步组织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冲刺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这些成绩
的取得与广大部队官兵的努力和付出是
分不开的，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勇于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
和启东百万人民一道把启东各项工作推
向一个新台阶。

7月30日上午，市领导邵茂华、张卫
生、宋逵等来到干休所、困难企业军转干
部王能杰、海警启东站、驻启某部、困难
重点优抚对象周雪芳家中，送上节日的
问候。

在干休所、困难企业军转干部王能
杰和困难重点优抚对象周雪芳家中，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茂华一行与老人
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和
身体状况，嘱咐老人们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积极乐观的心态，祝愿老人们身
体健康。在海警启东站和驻启某部，邵茂
华详细了解官兵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祝

愿他们节日快乐，并送上慰问品，感谢他
们为国防事业和启东经济发展作出的积
极贡献，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启东
经济社会发展。

7月30日上午，市领导龚心明、潘国
红、龚建涛等来到驻启某部、困难重点优
抚对象吴文才、困难企业军转干部朱德
昌家中，送上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在驻启某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龚心明一行详细了解官兵们的工作生活
情况，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并送上慰问品。
龚心明说，近年来，广大官兵为启东经济
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希
望官兵们以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宗旨，献身国
防建设，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
时，地方党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
队建设，努力开创“双拥”事业新局面。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施陆炜 潘
杨 钱爱仁 丁路健 黄燕鸣 宋东炜 施
悦婷〈实习〉）

本报讯 7月30日上午，市政协农
业农村界在启东新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举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市政
协主席孙建忠、副主席潘双林参加活动。

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与农产品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面对面协商探讨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的途径，特别是针对
农产品进驻黄金海滩、长泰海滨城、大自然
度假村等旅游景点的合作模式，大家畅所

欲言，协商议事，提出了许多具有合理性、
针对性的建议意见：选择有一定保质期的
产品，按照法律规定和客户需求合理设计
包装，明确交付价格、市场价格和品质风险
界限，把农产品销售和文旅活动结合好，实
现文旅与农产品销售互动互赢。下一步，市
政协农业农村界将进一步围绕农产品销
售，强化农产品品牌建设，充分发挥“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作用，持续组织开展

协商议事活动，推动农产品线上销售，推进
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现代化。

孙建忠指出，“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室是协商解决农业农村具体问题的好帮
手，也是政协委员履职为农的好平台。活
动对推进农产品销售、农产品品牌建设很
有帮助。供销总社要进一步发挥农产品过
程中的主导主力作用，有一个统一的销售
平台，统一的品牌，设计一个统一LOGO，

策划一个一致的销售方案，做好农产品品
牌销售文章。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启东新城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大数据中心。孙建
忠要求，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设
利用好农业大数据平台，完善农产品追
溯系统，拓宽销售渠道，让农产品真正走
出启东，打出启东农产品品牌。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朱碧石）

“巾帼领航‘她’宣讲”活动启动

凝聚“她力量”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7月30日上午，“巾帼领航‘她’宣讲”活动
启动仪式在市行政中心举行。市妇联执委，各区镇（街
道）、市级机关妇联主席，首批宣讲团成员及姐妹微家
负责人代表近百人参加启动仪式。

为切实发挥妇联组织政治引领妇女、贴心服务妇
女、密切联系妇女的作用，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领航

‘她’宣讲”活动。围绕政治引领、文明倡导、法律普及等
主题，巾帼宣讲团成员将在全市组织开展巡回宣讲。针
对此次巡回宣讲，市妇联特别成立了以市妇联执委、镇
村妇联干部、姐妹微家负责人、老舅妈调解员、三八红
旗手，以及各行各业优秀女性代表为主体的巾帼宣讲
团。同时制定了内容丰富的巾帼领航“她”宣讲学习菜
单，各基层妇联组织、姐妹微家、女性社会团体可按需
点单。

启动仪式上，市妇联向各区镇（街道）妇联发放南
通妇联干部工作手册，并为聘任的首批巾帼宣讲员发
放聘书。市妇联兼职副主席、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娟进行了《民法典》宣讲。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卢靓）

惠萍镇南清河村在扣蟹养殖的基础上，引进水蛭养殖基地——

一村“二品”有嚼头

再建单体
最大储罐

市领导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市政协主席会议
视察检察工作
本报讯 7月30日下午，市政协主席会议视察检察

工作保障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市政协主席孙建忠，副
主席蔡建平、宋逵、龚建涛、潘双林参加活动。

孙建忠一行视察了市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
心”，观看了护航民企展板，参观了院史陈列室，听
取了市检察院关于检察工作保障和推动民营经济的工
作汇报。近年来，市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上
级检察机关关于服务保障民营企业的相关决策部署，
将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作为服务社会大局的关键切入
点，准确把握司法政策，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不断延
伸服务触角，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活动中，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恒大旅游集
团江苏公司、启东东岳药业有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对
市检察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意见。

孙建忠指出，市检察院围绕中心、主动服务意识强
烈，抓住关键、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担当作为、依法
慎用强制举措，在保障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作出
了积极贡献。希望市检察院积极履职尽责，发挥监督职
能作用，创新工作举措，加强部门联动，为民营经济发
展作出检察贡献，提供司法保障。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陈雷）

市政协农业农村界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完善追溯系统 拓宽销售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