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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我县大力开展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创建活动袁 充分发挥政策
扶持作用袁加大农机尧新技术和新机具推广力
度袁取得显著成效遥

上图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进行农业机械化作业遥

左图为植保飞机演示现场吸引了大批农
场主遥

宋玲玲 周蓉蓉 摄

3星期二 201怨年 缘月 苑编辑院杨向东 组版院王逸文
Email院819644638@qq.com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新农村

5月 2日袁 又是四明镇建华村种植大
户李春丰收的日子遥这一天袁他家大棚种植
的西葫芦出货袁获得现金收入 3.6万元遥 据
悉袁 近两年他在建华农业园利用大棚种植
西葫芦袁年收入达 80多万元袁

近年来袁四明镇紧紧围绕野农业增效尧
农民增收冶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袁高起点建
设农业产业园袁高水平提升品牌竞争力袁高
标准完善基础设施袁 着力培大育强特色优
势产业遥 聘请江苏省农科院高标准规划设
计省级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袁 规划实施
食用菌尧果蔬尧林木苗圃尧稻田复合种养 4
大产业区袁全力打造野一朵菇尧一棵菜尧一片

林尧一方水冶四大特色优势品牌袁全面启动
省级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袁 目前已
初具雏形并获批市级现代农业园区称号遥
成功举办射阳县首届食用菌产业发展论
坛袁 依托梦之园菇业有限公司和绿环蔬菜
专业合作社等食用菌主导企业袁 实现年投
料量超 14万吨袁创产值 12.6亿元袁野通灵冶
品牌叫响大江南北曰万亩稻虾尧稻鱼尧稻蟹
示范基地与阿里旗下野盒马鲜生冶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袁并成功进驻京东商城自营平台袁
积极申报国家级稻田复合种养项目遥 完成
投入 6038万元的曙光尧牡丹尧徐庄等村的
土地整治项目验收遥 疏浚整治冬春水利土
方 54万方袁建设生态河道 2条袁组织实施
了 1500万元的塘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袁并
成功申报 8143万元的建东尧文明尧新南等
村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六塘村的土地整
治项目袁高标准农田覆盖率将达 92%袁列全
县第一遥

野近年来袁 我镇调减低效粮棉油作物
4.6万亩袁发展特经作物 2.81万亩袁其中浅
水藕种植 0.32万亩袁 美人白萝卜 0.65万
亩袁大蒜 0.73万亩袁菱角 0.36万亩袁羊角椒
0.55万亩袁 苗木基地 0.2万亩袁 粮经比达
7.5:2.5遥 推广稻虾尧稻蟹等复合种养新模式
0.6万亩遥 冶镇分管负责人介绍道袁野重点建
设建华尧通洋港高效农业园区袁通洋港园区
现有日光大棚 1000亩袁主要种植西葫芦和
有机葡萄遥 建华园区已建成苏式日光大棚
55个尧600亩遥曙光村钢架中棚 1000亩袁主
要种植反季节萝卜遥 梦之缘菇业有限公司
在塘合尧 新塘两村在建钢架大棚 1000亩袁
用于食用菌种植遥 冶

该镇在高效农业发展上袁 重点推广大
蒜尧美人白萝卜尧浅水藕等经济作物袁亩产
值都在五千元左右遥 同时加大设施蔬菜的
栽培面积和食用菌的投料量, 食用菌户平
年纯收入八万元以上遥 全镇现有菇农 4250

户袁常年在全国大中城市近郊育菇袁年食用
菌投料量 14万吨袁生产食用菌 28万吨遥文
明村八组育菇户李守浩年食用菌投料量
12万斤袁年纯益 20多万元遥

该镇还积极发展特色养殖业袁 助力农
民增收致富遥 养殖品种在过去的以南美白
对虾尧河蟹的基础上袁近年来大力度推广稻
田养殖小龙虾等稻田渊藕田冤复式套养新模
式袁亩产值尧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遥 维新
村伍玮杰发展稻田套养小龙虾 300亩袁亩
纯效益 5000多元袁带动了全镇稻田养殖小
龙虾产业的发展曰 牡丹村王二祥去年开始
在藕田中套养小龙虾取得了成功袁 田效益
比单纯种植浅水藕增加了 3000多元遥 据
悉袁全镇家禽饲养量达 90万羽尧生猪 10万
头遥 特水养殖 6500亩袁其中水蛭养殖 1000
亩袁河蟹养殖 1500亩尧桂鱼养殖 2000 亩袁
小龙虾养殖 2000亩遥

沃野生金耀水乡
———四明镇发展高效农业工作掠影

本报通讯员 丁加森 记者 李文华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今年以来袁盘湾镇本着立足长
效尧标本兼治的原则袁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尧集中整治与长效机
制同步袁全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袁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该镇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契机袁紧紧结合自身实

际袁坚持物质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尧两手硬袁确保实现改善人居环
境尧增强村民文明意识的目的遥为此袁他们从进一步营造文化氛
围入手袁 着力做好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袁 充分利用大厅宣传栏尧
LED显示屏等宣传平台刊播展示各类公益广告袁 策划制作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文明风尚等宣传展示牌 30余块遥

该镇以创建优美环境尧优良秩序为目标袁大力开展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工作曰广泛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袁按照全覆
盖尧无死角的整治要求袁全面清除各类脏乱点位袁清洗道路交通
护栏遥同时加强日常巡查维护袁确保实现目之所及尧焕然一新的
效果遥

为进一步弘扬传播文明风尚袁 该镇积极组织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袁他们组织机关尧学校和村街相关单位
开展传播文明礼仪尧绿化美化环境等志愿服务活动袁同时重点
关爱空巢老人尧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袁为他们提供家政尧走
访慰问和聊天等志愿服务遥此外袁广泛开展评选野身边好人冶野文
明家庭冶活动袁并对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进行宣传袁通过发挥模
范的示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来遥

盘湾镇

增强百姓文明意识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建康 记者 李文华冤连日来袁海通
镇大力推进造林绿化工程袁 主动策应 10万亩沿海生态防护
林建设袁确保新增农村尧集镇尧道路绿化面积 2600亩以上袁争
创省级野三化树种示范村冶1个尧市级野森林村庄冶1个袁林木覆
盖率提高 1个百分点遥

近年来袁该镇深入推进野263冶野绿盾冶专项行动袁完善环保
网格化监管体系袁持续开展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袁坚决打
赢蓝天尧碧水尧净土三大保卫战遥 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袁持
续开展燃煤锅炉改造尧清洁能源替代等专项行动曰加大对混
凝土搅拌站尧物料堆场尧施工工地尧渣土运输等监管整治力
度曰减少扬尘粉尘污染袁着力降低 PM2.5指数遥严格落实河长
制袁强化射阳河尧明湖水源地保护袁巩固河渊湖冤野三乱冶整治成
果曰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袁依托绿旺公司推动畜禽粪
污无害化处理全覆盖曰开展土壤污染状况排查袁实施危险废
物野减存量尧控风险冶专项行动袁确保土壤环境质量遥

海通镇

协力打好“生态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大家耳
熟能详的道理，意思是说“授人以鱼”只救
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
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给钱给物，只能解一
时之困；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才
能拔掉穷根、开掘富源。因此，在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中，要准确了解和掌握贫困村、
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对开展精准
扶贫，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实现真
正长远意义的脱贫。

曾经有人用了一个最简单例子就印
证了“造血脱贫”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
农民养一头猪才赚 100多元，养 100头不
过赚 1万多元，这些农民对养猪积极性就
不会有多高。但如果给农民一个养猪产
业，比如由公司提供从饲料、猪苗到技术、
收购乃至培训、金融等一条龙服务，帮助
贫困户发展家庭农场，农民手中有了产业，就从中获得持
续致富的能力，脱贫的积极性就会很高。

所谓“授人以渔”，用在脱贫攻坚上就是说扶贫先扶
智。扶贫工作要通过鼓励教育，提高贫困人群的知识水
平、劳动素养，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
变。企业界形成扶贫攻坚的合力，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
投入压力。驻村干部要充分发掘贫困村、贫困户的内生动
力，提升和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脱贫积极性。围绕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核心，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争取各
界支持，形成共推精准扶贫脱贫的合力，保证脱贫工作取
得实效。

常言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致富，还得
靠产业。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
项目，将向贫困地区倾斜，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其目的就是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增加造血功能，解决
长远问题。唯有“造血功能”强了，农民才能真正脱贫，共
同享受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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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请各家收好各家的垃圾袁把塑料袋尧塑料布尧剩菜
剩饭等进行分类装袋噎噎冶近日袁骑着一辆三轮车袁于
广水像往常一样拿着喇叭袁又出现在村子里的大街上遥

于广水是合德镇合顺村村民袁 自从该村推行了垃
圾分类袁他就做起了政策宣传员袁负责合顺村及其他两
个村子的宣传工作袁野工作的时候袁 我会在这三个村子
里转悠两三圈袁拿着喇叭宣传宣传遥 刚开始的时候袁村
民们都说袁耶你弄这干什么袁 我们农村人搞什么垃圾分
类钥 爷不理解的占绝大多数遥 冶

野一开始袁我还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垃圾分类遥从小袁
家里有垃圾了袁堆一起扔了就行了遥 扔个垃圾还分类袁
觉得麻烦袁还耽误事遥 冶合顺村村民孙云说遥

要改变村民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袁 就得需要从转
变意识入手遥 该村打算推行野路长制冶袁选拔一些人作
野路长冶袁 对村里每一条道路上居住的村民进行宣传和
监督遥

野制度一开始实行袁村里的几位老党员就主动站了
出来袁担当起耶路长爷的职责袁从带头打扫卫生到宣讲分
类知识袁大事小情袁为村民们做起了典范遥 冶于广水告诉
记者遥

野路长冶杨金龙说袁一开始袁村里的垃圾分类做得不
行袁各种各样的垃圾都丢在一起袁他就负责翻垃圾箱袁
看看谁家分得不行袁就找到谁家袁教他们如何进行垃圾
分类遥

在一位位野路长冶的带动下袁村民们慢慢的感受到
了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袁野别的咱不说袁 村子里的环境
变好了袁路上也干净多了遥 冶该村村民吴良军说遥

从最初的嫌麻烦袁不理解袁到现在全民参与共建袁
合顺村的村民们袁在乡村垃圾分类的实践推广中袁逐渐
转变了传统的观念袁化身为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人翁遥

野如今袁做好垃圾分类袁共同维护村庄环境袁已经成
为了村民们挂在嘴上的话题遥让村民们骄傲的是袁不仅
生活环境整洁了袁村里的风气也正了袁垃圾分类袁成为
了乡亲们日常生活中比着做的文明善举遥 冶杨金龙告诉
记者遥

小村环保新风尚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每天清晨袁 在淮海公园内的弯曲
小道上尧健身器材中或是广场里袁总会
有不同需要的健身人在呼吸着新鲜的
空气袁进行各自健身体育锻炼遥

李阳华的家就在距公园一路之隔
的二楼楼上袁她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袁
就是到公园里跑跑步遥 野淮海公园现在
越来越漂亮了袁 不但锻炼健身的基础
设施增添了不少袁而且这里空气好尧环
境好袁适宜锻炼袁所以我每天都要来玩
一个小时遥 冶李阳华如是说遥

野你看袁现在这个地方多好哇袁以
前我们刚搬迁来时袁 这里还是一片堆
满垃圾的荒地袁没曾想袁都变成了如此
美丽的公园了袁 成了一个可以深呼吸
的地方遥 冶负责这片区域环境卫生兼管
理的残疾人刘洪宝说遥 而对身处良好
生态宜居环境的感触袁 是来自于淮海
农场有限公司党委高度重视民生设施

和生态环境建设袁 这也是淮海近年来极力打造康养小
镇长远规划引以为傲的名片遥

近年来该农场千方百计地改善人居环境袁 促进生
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场风文明尧场容整洁尧管理民主为标
准的新农场建设袁从而打造好环境优美尧和谐宜居的人
居环境遥 目前该农场已经建成了淮海公园和以淮海路
沿线的路边微型公园相配套的公园景区袁 建设了上千
亩的绿化景观带及苗木生产基地袁 推进了农场区域果
树林的生产袁推进特色林地农场区域中的比重袁大幅提
升农场区域的绿化覆盖水平遥

野公园里我们可以享受美景袁在小区里袁我们同样
可感受到绿树成荫带来的舒适袁 享受那悠闲自在的幸
福生活遥 冶家住在文广苑小区的原淮海农场学校校长吴
文英说袁野我们小区的楼房不但漂亮袁 楼下的绿化风景
也迷人袁 夜晚的音乐喷泉让我们的小区更是递升了一
个档次袁我们的淮海太美了遥 冶在农场生态环境和美丽
淮海带给人们的感受又何止这些袁 有许多老人情愿独
居也不愿去城里居住袁 因为这里有他们期盼的山水风
景袁更有他们赖以生存的人居环境遥

据悉袁 该农场目前刚建成的淮海路边公园共投入
资金近 100万元袁引进 58个品种袁培植各类乔灌和灌
木苗木 18.55万株袁铺设草坪 2300多平方米遥在保存原
有的亭子尧雕像尧长廊的基础上袁又配置了 5处 3人组
合的体育健儿运动造型元素和儿童游乐设施袁 并在文
化广场上设置了奥林匹克五环标志袁 使得农场社区康
养小镇的气氛更加浓厚袁 生态环境的建设效果更加彰
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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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秋镇滨东村袁提起今年 49岁的天花粉华东地
区总经销尧 县同发栝楼专业合作社和金润中药材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尧大程家庭农场场长祁标袁是无人不知尧
没人不晓袁 都说他是当地高效设施农业发展棚架栝蒌
生产的带头人遥

1989 年秋袁祁标从校门步入社会袁只身去安徽省
发展遥 起初他在安徽省潜山县的一家药材公司担任采
购经理助理袁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他几乎跑遍了全
国大江南北袁并接触和认识了很多圈内行家袁学了很多
关于中药材方面的专业知识遥

1998 年 3 月初袁祁标去河北出差袁一次偶然的机
会袁他发现当地有很多农户都在采挖瓜蒌根(药名:天花
粉)袁一打听才知道袁这种瓜蒌根袁不但货源广袁而且经
济效益也比较好遥祁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袁果断萌
发选择辞职返乡收购野生中药材的想法袁 并以优越的
价格鼓励和调动周边乡村的农户寻找采摘遥 经过两年
的努力袁不但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袁而且他本人也创
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遥

2001 年春袁祁标发现了一个问题袁那就是野生资
源毕竟数量有限袁 且采摘的人多了袁 资源就会濒临灭
绝遥为了不让产品与市场脱节袁他毅然决定摸索着引进
外省的优质种苗进行规模化种植遥 由于这是一个新兴
的种植品种袁老百姓的认知度不高袁虽经多方面宜传 ,
但接受并试种的人依然寥寥无儿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遥于是祁标自掏腰包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袁还补助农
户每亩 100元农药费用袁 与农户签订了保护价回收的

合同遥经过努力袁祁标终于在盘湾镇种植了近千亩的瓜
蒌袁并且当年实现了 2500 吨的产量遥 然而袁产量提高
了袁产品销路却又成了难题遥 为了打开销路袁祁标常年
奔波在国内各大中药材市场袁并不断地寻找商机袁终于
在 2007年春季找到了一条稳定可靠的销售渠道袁要家
国内著名的药企野广药集团冶遥经过长达半年的洽谈袁最
终他成了该企业的合作供应商遥为了满足供应商需求袁
2009年初袁祁标筹集了 300万元扩建了烘干房尧精密加
工流水线袁成立了野射阳县同发栝楼专业合作社冶,进一
步提高了产品档次和供应能力遥

规模化设施农业的发展引起了县尧 镇两级政府的
高度重视袁同时也激发了广大药农的种植积极性袁当地
政府也出台了种植补助政策袁帮助申报了 10万元的财
政奖补资金袁 射阳农商银行也及时发放了 200万元贷
款袁有力地支持了祁标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遥

2016 年秋袁因受恶劣气候的影响袁药农种植的稻
谷无法晾晒袁直接影响农户的经济效益遥祁标通过与镇
领导沟通袁最终征用一块 13 亩的土地袁投入 600 万元
建造了日产 250吨的稻麦烘干生产线袁 同时还建成了
千吨级冷藏库和 3000 平米的仓库袁成立了野射阳县金
润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冶尧射阳县大程家庭农场袁为周边
农户提供更加便利周到的服务遥

在当地党委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袁目前袁祁标在省
道陈李线两侧的振兴尧滨南尧滨东三个村渊居冤境内袁种
植瓜蒌面积已达到了 600多亩袁 让当地农民年实现土
地流转收入 60多万元遥 为回馈地方政府袁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袁支持当地脱贫攻坚事业发展袁祁标对有劳动能
力的低收入农户优先聘用为合作社社员袁 共先后为本
镇 13个低收入农户带来了每年近 3万元的收入袁真正
实现了野一人进场袁全家脱贫冶的目标遥

近年来袁 他又陆续和安徽尧 河南以及本省的宿迁
市尧亭湖区的南洋镇尧本县的临海镇签订了土地流转合
同袁扩大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园种植面积已达 1万多亩袁
基本形成了野产尧供尧销冶一条龙的发展模式袁年实现收
入在 200万元以上遥 他创办的大程家庭农场还成功申
报盐城市示范家庭农场袁他本人还被推荐为第五届野最
美射阳人冶要要要最美农民遥

祁标：让小瓜蒌长成“宝葫芦”
本报通讯员 陈婷 于广艾 张建忠

本报讯渊通讯员 掌权 记者 周蓉蓉冤野我镇将继续推
进改善农民群众居住条件工作袁下一步重点突出国省干道特
别是高铁沿线 1000米范围内农房的改善工作遥 冶日前袁海河
镇相关负责人在谈及康居工程重点推进工作时袁侃侃而谈遥

年初以来袁海河镇紧扣野一镇十村冶建设目标任务袁集中
全部力量袁大力推进改善农民群众居住条件工作袁全力打造
野暖心冶房袁目前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遥 截至 4月份袁已拆除危
旧房 1405户袁规划设计 17个示范点尧12个提升点袁建成旭日
美丽乡村等 6个示范点袁海关四组等 8个提升点袁新建住宅
754套袁完成基础设施投入 3540万元遥

为做好相关工作袁 海河镇实行规划引领袁 严格按照省尧
市尧县要求袁继续完善镇村布局规划袁提升示范点尧编制提升
点规划袁逐步推进村庄规划袁为整镇推进提供基础性保障曰强
化政策宣传袁成立以镇主要领导尧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指挥部袁
要求村居负责人各负其职袁 利用节假日期间登门宣传政策袁
赢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曰明确目标任务袁要求镇村建中心人
员对全镇房屋进行普查袁 建立完善全镇房屋情况信息系统袁
通过优化方案尧登门发动等方式袁加快拆除速度曰拆建同步推
进袁该镇按照县野三个一冶要求袁在示范点内同步建设雨污水
管道尧便民中心尧党群中心等配套设施袁同时形成旭日四季果
香尧跃华七彩苗圃等富民产业袁让群众真正实现安居遥

海河镇

全力打造“暖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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