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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详见 A3➡身残志坚写大爱

详见 A2➡
我市让法治精神根植群众内心

今日看点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颖） 24
日，全省召开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实中宣部视
频会议精神，对2021年度全省重点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峰及相关单位负
责人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思想自觉，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党报
党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切实增
强做好中央和省级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的责任感、使命感，把中央重点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抓紧抓实抓好，做好《人民日
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等中央重点党报党刊和我省
《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发行工
作。要稳定发行数量，确保党报党刊
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认真落实订阅任
务，切实保障订阅经费，努力提升发
行质量，严格规范发行秩序，对强制
发行、摊派发行、搭车发行等违规发
行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要坚
持改进创新，努力提高办报办刊和阅

读使用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推
进深度融合发展，切实加强阅读使
用，努力用更精彩的内容、更优质的
服务吸引读者、留住受众。

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高峰
强调，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
源和重要手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的主阵地。各镇（区、街道）、各部
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
习、深刻领会，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
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
实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非常
严肃的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他要
求，各镇（区、街道）、各部门各单
位要抓紧时间，从紧安排，迅速推进
落实，切实保障订阅经费，力争在第
一时间完成发行任务；要强化组织领
导，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通力协作，精心组织，严肃纪
律，确保我市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我市还集中收听收看了南通市关
于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
会议。

“过去我们洗碗的水都是用泔水
桶收起来，直接倒到河里面，现在和以
前可不一样了。”22日上午8点，家住
东陈镇徐湾社区的冒祥柏刚吃完早
饭，正准备冲洗碗筷。伴随着哗啦啦
的水声，这些夹杂着油渍和些许食物
残渣的污水便顺着下水管道排了出
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污水全
都排入了一个叫做“油污隔离井”的特
殊装置里。

“我们过去农村改造实行的是三

格式化粪池，仅仅实现了雨污分
离，这次增加了这样一个油污隔离
井，在雨污分离的基础上更实现了
油污分离。”东陈镇徐湾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光告诉记者，
前几年，徐湾社区陆续帮居民们安
装了三格式化粪池，解决了厕所污
水问题。今年以来，社区再次对化
粪池进行提档升级，油污隔离井便
是其中一处。

小小的一口油污隔离井，就像

是一个“交通枢纽站”，一头连接着
厨房下水管道，另一头直接通向三
格式化粪池的第一格，打开井盖，
还能看到一个过滤网，上面附着一
些厨余残渣。“通过过滤网，这些油
污和残渣会被隔离出来，这些厨房
污水就会和厕所污水一起汇总到三
格式化粪池里。”孙光说道。

从雨污分离到油污分离，不仅
污水治理的范围更加扩大化，污水
处理的模式也更加生态化。在冒祥
柏家的三格式化粪池旁，记者看到
了一个玻璃管道，管道被放置在一
处凹槽里，周围还种植了一些蔬
菜，长势看上去甚是喜人。孙光告
诉记者，这个渗出装置便是此次改
造升级工程中的另一处“升级点”。

“这个PVC管道其实是一个渗
出装置，它和化粪池的第三格是相
通的。”孙光一边介绍一边挪开第三

池上的石盖，池子上方果然有一个
塑料管口，“以前每当这里面的水位
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进行
人工清理，现在水位到了这里以
后，污水就会通过这根管道，循环
流到渗出装置里面去，然后再通过
渗出装置渗入到土壤里，通过农作
物进行吸收。”

经过处理的污水通过渗出装置
直接排入土壤，得到了二次利用，
实现了“变废为宝”，同时居民们无

需再对化粪池进行人工清理，也避
免了以往可能会出现的“私装管
道”现象，减少了污水直排河道的
可能性，“目前这项改造项目还在试
点阶段，但已经有了一定的效果，
下一步我们将会进行全面推广和覆
盖，让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更有效的
治理，打造更生态宜居的人居环
境。”孙光表示。

□融媒体记者张颖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嘉曦） 近日，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发布“江苏省高新区暨
苏南自创区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评估结
果”，全省高新区共遴选出瞪羚企业507
家，我市的凯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沃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榜上有
名。

开展瞪羚企业评估工作，主要是为了
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发挥创
新型企业示范带动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更强驱动力。

一直以来，我市始终积极开展科技体
制创新探索与实践，不断转化前瞻产业技
术，强化创新资源推送，优化改革创新发
展环境，助推全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今
年以来，我市新增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新增数列南通第一；组织申报高企
221家；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25项。截
至目前，在已评审结束的项目中，我市有
5个项目获得立项，其中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全省共44个项目获得立项，我市有3
项，占全南通市立项数的100%。

我市6家企业
入选省瞪羚企业

东陈镇徐湾社区：

提档升级 打造污水治理2.0版本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2021年度
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视频会议

受气温影响，今年枫叶红得比往年稍晚，目前，万禾生态园林内的枫叶林
开始泛红，预计不久后市民就能观赏到枫叶美景。

□融媒体记者邱宇摄

枫叶红了枫叶红了

仓禀实，则天下安。从会种地到
“慧”种地，科技给农业生产播撒着
绿色希望的同时，也推动着传统农业
向现代化转变。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正越来越多地享受着智慧农
业带来的便利，在农村广阔的田地上
大显身手，收获幸福和希望。

日前，记者见到城北街道柴湾社
区居民民周映华时，他正站在田间，
准备给承包的300多亩小麦地喷洒农
药。今年40岁的周映华，兴奋地向
记者炫耀起他新添置的“宝贝”——
一台无人植保机。伴随着“嗡嗡嗡”
的轰鸣声，无人机腾空而起，仅三四
分钟，10多亩的小麦地就完成了农
药喷洒。

“小麦播种下去，就要赶紧喷上
除草剂才行。像我承包的300多亩
地，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喷洒完
毕。”周映华告诉记者，跟传统的人
工喷洒农药相比，无人植保机不但效
率高，而且效果好。“对刚播种的小
麦地喷洒农药，距离地面的最佳距离

应该是一米四到一米五，飞行速度均
匀，农药喷洒面积就比较均匀。更主
要的是无人机能增加雾流对农作物的
穿透性，把农药打到根部，从而更有
效地遏制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

其实，周映华在转型成为种田大
户之前，是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小老
板，一家人的日子还算滋润。但这些
年来，村里不少农田抛荒，在村里土
生土长的周映华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你像我现在承包的这块地，有
很多都是农户抛荒不种的，还有的也
就是随便种种，效益也不高。我就想
把这些地流转过来搞规模化种植，这
样老百姓还能拿点土地流转费，我也
能够在农业的舞台上摸索种植经验。”

从最初的四五亩地到现在的三百
多亩地，为了当好一个合格的种田大
户，周映华四处走访取经。“要想土
地效益好，必须用上高科技。我每年
都会去参加一些高规格的农机展览
会，只要看到先进的，我都会想办法
买回来捣鼓捣鼓。”在周映华的家庭

农场里，记者看到了无人插秧机、无
人播种开墒一体机、无人驾驶收割机
等现代化装备。规模化种植，加上现
代化智慧农机的助力，周映华的致富
梦想正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步步实现。

“以前，大家可能认为种田没钱赚，
我不这样认为，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还是能够大有作为的。”

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着农业生
产方式。在我市，已有越来越多的智
慧农机活跃在田间地头。市农业农村
局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导向
作用，激发农民购买、使用农机的热
情。今年，我市先后被评为全国第二
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江苏省首批粮食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目前，全市农业
机械化水平已达93%。农业机械化让
农民从田地中解放出来，提升了农业
生产的效率，也催生了规模农业的发
展，为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科科长薛永红
告诉记者，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全市

低性能的农机装备正在逐步升级，并
在智能化方向发展。“比如说我们现
在全市无人植保机的拥有量就有170
多台，不仅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减少了人工成本，而且减少了农药的
使用量，有效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
率。”

□融媒体记者贺晓娟

记者感言

农业现代化是农民的“金扁
担”。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如
何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条件下生
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近年
来，我市积极实施工商业反哺农
业发展战略，创新农业投入机
制，快速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高
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
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引领广大农
民群众过上富足的小康生活。

农业机械化让“会种地”的农民“慧种地”

记者感言：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东
陈镇徐湾社区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持续优化研究成果，打造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2.0版本，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这项工作从“工程化”走
向了“生态化”。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颖） 昨
日，全国劳动模范许钱同志载誉回如
欢迎会在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举行。市领导缪爱诚、陈万圣参加活
动。

活动中，许钱介绍了2020年全
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盛况，
分享了自己在赴京过程和大会现场的
一些故事及感悟。他表示，今后将继
续在弘扬劳模精神上争当表率，在致
力实业兴邦上争做示范，在奋力实干
奉献上走在前列，为家乡发展添砖加
瓦，为企业进步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缪爱诚代表市委向许钱表示热烈
祝贺。他指出，劳动创造价值，学习
永无止境，许钱的成长离不开学习与
劳动带来的影响，六建的发展离不开

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回顾如皋
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更是凝聚了全市
产业工人的心血与汗水，他也借此机
会向全市产业工人表示慰问。缪爱诚
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他希望六建继续弘扬
工匠精神，时刻保持危机感，拓宽建
筑新领域，瞄准市场增长极，当好如
皋建筑领域的领头雁；市总工会要进
一步弘扬主人翁精神，让产业工人在
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待遇、社会
上受尊重，切实当好娘家人；全市上
下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在全社会形
成尊重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争
当劳模的良好风尚，在各行各业争当
排头兵，进一步增强自信心和使命感，
为创造如皋美好未来而共同奋斗。

全国劳动模范许钱载誉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