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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春光里 奋进正当时

本报讯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下发
《关于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的通知》，要求
全市各区镇全力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确
保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当前是抓好夏熟作物田间管理、
谋划春夏播生产的紧要关口期，也是
夺取夏熟丰收、奠定全年丰收的重要
窗口期。开春以来，气温快速回升，小
麦快速返青，苗情长势总体达到或超

过冬前和去年。《通知》要求针对夏熟
在田作物受冻后恢复情况、田间草害
及春季气候特点，突出抓好病虫害防
治、防冻防渍防旱，因苗因地制宜，加
强分类指导，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园艺
作物要加强田间生产管理，及时采收
成熟蔬菜、倒茬扩大蔬菜生产。要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决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统

筹利用“撂荒地”，全面调动地方重农
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千方百计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坚持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突出
优良食味水稻、提升粮食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让种粮农民有效益。突出抓好
春玉米种植、水稻秧田及育秧物资准
备工作，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同
时，要立足灾害防御减损失，密切关注

“倒春寒”、春季低温连续阴雨、成熟期
高温逼熟、干热风等灾害性天气，做好
灾害预警与应对工作，努力减轻因灾
损失。立足科技服务促增产，突出机艺
融合、全程机械化、生产智能化，保障
春耕备耕农机需求。切实加强种子种
苗、肥料、农药、农膜、基质、秧盘等春
耕农资供需监测和调剂调运，确保农
资供应充足。（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王泉 宋东炜

2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启东新
云谷物专业合作社，一片绿茸茸的麦
田让人心旷神怡，几名工人正在锄草，
旁边还有一台机械在给小麦施肥。

“这片绿油油的冬小麦，去年11
月份播种，现处在拔节期，预计今年5
月份采收。看这长势，今年丰收妥妥
的。”启东新云谷物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合作镇周云村党总支书记曹海燕
底气十足。

启东新云谷物专业合作社2019
年成立，合作社以入股的方式吸纳周
边村民，种植面积有376亩。合作社主
要种植稻和麦，每年稻麦轮作。2020
年，合作社稻麦总产量达336吨，收入
84万元。据曹海燕介绍，现有入社村民
200多人，村民除可以领取每亩土地每
年700元租金和年底分红之外，还可

以来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新云谷物专

业合作社仓库里，各种化肥堆了满满
一地。“当下正是大量使用肥料的时
候，我们提前购置备用。对于农机，
由于是外包的，所以也提前和农机户
沟通好，确保不误农时。”曹海燕告
诉记者。

为稻麦增产增收，合作社没少花
心思。与江苏农垦集团合作，从选苗、

育苗到杀虫、施肥都有技术人员一对
一指导。稻麦收成好，更要卖得好。该
合作社又积极与加工企业对接，签订
合作协议，企业以高于市场价格照单
全收，从而保障村民收益。

春耕伊始，周云村又有5000亩高
标准农田纳入规划。“规模出效益，等
高标准农田建好后，我们将再扩大种
植规模。大伙一起干，老百姓的日子会
越来越好。”曹海燕信心满满。

启东新云谷物专业合作社376亩冬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春耕伊
始，喜尝甜头的合作社“胃口”大开——

盯上高标田 耕好高产田

2月26日，南阳镇腾益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育苗棚内，网纹瓜苗长势喜人。

据悉，该公司是以农业技术推广、种
苗培育为主业的现代化农业科技公司，
每年销售籽种3万公斤。

融媒体记者 姜雨蒙摄

不误田间一季春
市农业农村局送上春耕备耕“大礼包”

育青苗
助增收

本报讯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
有限公司1号车间内，新型数控
龙门钻、加工中心和卧式铣镗床
在飞速运转，产生的电火花像烟
花般绚烂。作为大型化工阀门生
产车间，这只是神通阀门各板块
单元年后复工各显神通的一个小
镜头。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新型特种阀门研发、生产
与销售，主要包括蝶阀、球阀、闸
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非标
阀等7个大类145个系列2000多
个规格，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冶
金、核电、火电、煤化工、石油和天
然气集输及石油炼化等领域。公司
冶金特种阀门主要应用于冶金行
业的高炉煤气干法除尘与煤气回
收等节能减排系统，产品国内市场
占有率70%以上，神通阀门还是核
级蝶阀、球阀产品的国内主要供应
商，市场占有率90%以上。公司“蝶
球”牌是中国驰名商标，“神通”牌
完成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STV”
牌完成中国商标注册。

2020年，神通阀门克服疫情
影响，实现营业收入15.95亿元，
较2019年度增长18.27%；净利
润为2.29亿元，较2019年度增长
33.38%。公司年产值、税收总额
均创历史新高，在去年受新冠疫
情冲击的背景下，公司业绩保持
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一方面由于
公司整体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另
一方面来源于国家宏观政策的
强劲助力，包括税费缓交、社保减
免等，同时有效的成本管控也让
公司业绩拉出一条“大阳线”。

新春伊始，神通开启新的三
年规划发展期。当前，公司在冶
金、能源化工、核电等领域的订单
充足、交货期紧，因此从年初三开
始包括外地员工在内的一线员工
投入加班生产。为满足用户需求，
顺利实现一季度各项生产经营目
标，春节期间，公司鼓励40余名
外地员工就地过年，并为他们提
供暖心服务。

近年来，神通阀门除进一步
巩固冶金、核电、能源化工等现有
阵地外，还围绕核电产业链拓展
核能装备领域，未来还将持续瞄
准核能应用加快创新研发。此外，
神通阀门投资并引进行业拔尖人
才开展氢能源高压阀门研发，目

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随着国家环保减排措施的进一步深
化，以及2060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氢能源对高压阀门的市场
需求预计将会迎来“井喷式”增长，神通阀门新一轮高质量创
新转型的大幕恢弘开启。（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施彦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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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启
创新创业

第六届“启创杯”
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为加快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吸引一批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前来创新创业，2月26日，中国启东第六届“启
创杯”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即日起到7月底，参赛对象为有意向在启东
创（领）办企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项目（含已
落户的创业初期人才项目）。重点围绕生命健康科技、海
工及重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及半导体装
备、精密机械等产业领域，采取城市赛（行业赛）、总决
赛相结合的“N+1”大赛模式，分组织报名、资格审
查、城市赛（行业赛）、总决赛等环节遴选获奖项目。本
次大赛城市赛（行业赛）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及优胜
奖若干名，分别奖励2万元、1万元、5000元、2000
元。总决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若干名，分别奖
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和1万元。

本次大赛总决赛一、二、三等奖项目自获奖之日起1年
内，到我市创业，且符合我市“东疆英才计划”申报条件，可
直接入选我市“东疆英才计划”创业类，给予50~1000万元
资助；与我市本地企业成功对接并实现产业化的，且符合
我市“东疆英才计划”申报条件，可直接入选我市“东疆英
才计划”创新类，给予30~300万元资助，均可优先推荐申
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和省“双创计划”。优胜奖项目自获奖
之日起1年内在我市落户的，且符合我市“东疆英才计划”
申报条件，可直接进入我市“东疆英才计划”答辩评审，根
据评审情况给予相应资助。

据了解，为鼓励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来启创新创业，本
次大赛对在我市落户的获奖项目，3年内还免费提供一定
面积的创业场所，给予最高300万元购房补贴和最高每月
1万元生活津贴。

（季则）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上强国，学理论，争答题，比积分
……在市税务局，每天登陆“学习强国”
进行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截至2
月23日，该局“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组有
270人，人均积分达27348分，35000分
以上的学习达人有29名。达人们的打
卡、晒分、亮进度点燃了学习组的学习
热情，自觉学习、争相学习、全员学习蔚
然成风。

“学习强国”是本百科书
“学习强国”成长总积分35673分，

全国总排名44019名，组内第1名；年度
积分2884分，全国排名766名，组内第
1名。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分局长
董卫斌是同事眼中当之无愧的“学习强
国”学习达人。

挑战答、争上游、双人对战，难
倒多数人的答题项目，董卫斌却总能
一展身手。而他答题取胜的关键就是
不断地进行总结归纳、易错学习和强
化练习。他习惯将“学习强国”平台
涉及的问答题目打印出来，每天工作
之余，利用闲暇时间反复翻看、温故
知新，不知不觉间竟收集了2000多道
题目。其中，易错、易混淆的题目被
单列出来进行强化学习。董卫斌喜欢
答题成功的快感，亦享受答题失败后
学习新知识带来的乐趣。“‘学习强国
’像本百科全书，平台上的题目包罗
万象，答题明显拓宽了我的知识面。”
董卫斌笑言。

“学习强国”是个八宝盒
每日清晨起床后，市税务局寅阳税

务分局分局长、党支部书记周巍都会打

开“学习强国”，或听《经济之声》，或看
《新闻联播》，或浏览最新时事资讯。“现
在手机除了通话和微信，每天打开‘学
习强国’学习，成了我工作、生活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周巍说。

“学习强国”成长总积分 35560
分，年度积分 2786 分，点点通积
25536分。平台强大的功能是吸引周巍
使用的重要原因。作为支部书记，平
台上的新思想、新理论、党史相关内
容成为他开展支部工作、筑牢意识形
态阵地的重要支撑，他将学习成果运
用到党员冬训工作中。疫情期间，他利
用“强国视频会议”功能，进行工作安
排，举办线上主题党日活动。此外，他还
利用点点通积分在平台商城兑换了扶
贫茶叶。“‘学习强国’就像一个八宝盒，
已经成为我工作、生活里的工具箱，非

常实用。”周巍感慨不已。
“学习强国”是位良师益友

“学习强国”是充实理论知识的“加
油站”，也是进行休闲娱乐的“掌中宝”。
市税务局退休干部彭谨把“学习强国”
看成是丰富其退休生活的良师益友。

“虽然退休了，但也不能掉队。”
每天 6~8 点，彭谨都会打开学习强
国，看时事、听新闻、学理论，随时
关注党和国家的声音。每天的持续学
习，正是彭谨取得高分的关键。截至2
月 23 日，她获得成长总积分 35673
分，全国总排名35131名。丈夫张骏
伟也是“学习强国”发烧友，两人经
常在一起讨论答题经验，偶尔还会来
场“双人对战”。“学到老，活到老。

‘学习强国’就像良师益友，帮我老有
所学，老有所得。”彭谨说。

市税务局干部职工“学习强国”人均积分27348分，35000分以上的学
习达人有29名——

指尖学习成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