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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2019年秋季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
补助对象：按照“谁还田、补给

谁”的原则，作业补助直接补助到
50马力及以上大中型拖拉机按作
业标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
实际种植户。如土地已流转或交给

“全托管”经营主体的，补助给流转
土地的种粮大户或“全托管”经营主
体。特别提醒：同一作业地块不得
重复补助。

补助标准：水稻还田补助30元/
亩。

补助范围：作业补助覆盖我区
行政区域内所有实施水稻秸秆机械
化还田的镇（区、园、街道）。实际种
植户的作业补助面积，以还田的地
力保护面积为准。补助对象为流转
土地的种粮大户或“全托管”经营主

体的，其作业补助面积以还田的稻
麦粮食作物经营承包合同面积为
准，申报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为确保公平、公开、规范实施秸
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申报
作业面积和补助资金要经过公示、
核查等规定程序。对于没有达到我
区作业标准要求的还田作业不得享
受作业补助，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将在两年内取消作业补助资格。详
情请关注“通州三农热线”微信公众
号。

本报讯（记者印春湘）10月6
日，位于二甲余西古镇的大明艺苑
张灯结彩，时代华彩——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中国画邀请展及古
镇写生活动在这里举行。

大明艺苑由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青绿山水画院院长，通州籍画
家顾大明历时两年筹办，于 2018
年12月28日试开馆，内设民俗馆、
中国画馆、大明艺术馆、砚台馆、瓷
器馆等，每个馆名都由杜大恺、李
宝林、刘大为等名家题字。大明艺
苑试运营近一年来，前期已组织了
俄罗斯画家邀请展和北京画家邀
请展。

此次“时代华彩”是大明艺苑
组织的一次先写生后展览的全国
名家邀请展，共邀请 76位中国画
名家。“我们组织画家分两批，到太
行山、宁波等地写生，再回来创作，
这次有 113幅作品展出。”顾大明
介绍。

参展者王巨亭表示，参加这次
画展能够使自己听取吸收不同的
意见，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创作更
多具有正能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作品。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卫东
参加开幕活动。

大明艺苑“时代华彩”
中国画邀请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
龚裕平）10月 3日下午，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暨川姜书画苑新馆揭牌
仪式在家纺城管委会举行。

川姜书画苑成立于2018年11
月，现有委员82名。自成立以来，
书画苑以川姜文化传承和产业创
新为己任，弘扬传统书画文化、公
益道德文化、产业数字文化，成功
策划了以当地抗日英雄陆志浩烈

士事迹为题材的军旅书画展，展出
革命战争年代和现代军事题材书
画作品近200幅。

活动现场，全体成员摇动手中
的国旗，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和
《歌唱祖国》等歌曲，展现川姜激扬
上进的精神风貌，共同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副区长曹建新参加活动并为
川姜书画苑新馆揭牌。

川姜书画苑新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单
守阳）10月 2日，“南山湖·水街”杯
2019年国庆通州区羽毛球超级锦
标赛在我区体育中心羽毛球馆开
赛。本次比赛由区教体局主办，区
羽毛球协会承办。来自全市的170
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
赛。比赛分男单、男双、女单、女
双、混双五个项目。

近年来，区教体局每年对各体
育协会严格考评、以奖代补，支持、
动员各体育协会广泛开展各种体
育活动，大大推动了群众体育运动

开展，各体育协会蓬勃发展，涌现
出区羽毛球协会等多个全国有名
的民间体育协会。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蔡犇
亮获得男单冠军，阮刚、朱水华
获得男双冠军，张雨欢获得女单
冠军，廖云影、钱金红获得女双
冠军，丁端、吴晗获得混双冠
军。比赛结束后，来自江苏省羽
毛球队的运动员吴迪、蔡明亮，
与南通籍羽毛球高手吴晓阳、阮
刚共同为我区的羽毛球爱好者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

我区举办高效植保
机械化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徐松泉）近
日，区农机校、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举办高
效植保机械化技术培训班，来自全区各镇
（区、园、街道）的种粮大户、农机手共120余人
参加培训。

培训中，先进环保农机装备的技术专家
就农机化新技术应用以及新机具的操作规程
和保养内容进行授课，随后进行了现场演示。

据了解，今年是我区创建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的关键年。植保机械的更新换代和装

备水平提升，是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
重要环节。此次培训，旨在通过技术讲解、现
场演示等形式将先进、适用、绿色、环保的农
机推荐给农户，进一步提高全区农业机械化
水平，确保粮食生产增产增收。

区信访局回访生病退伍军人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笑月）近日，区信访

局工作人员来到金沙街道惠民小区，看望患
病的退伍军人张新成。

张新成今年 59岁，2009年查出肝癌，因
持续治疗已花去医疗费 100多万元。家庭负
债累累，仅有的住房被卖掉偿还债务。爱人
是环卫工人，日常生活仅靠其微薄工资维
系。母亲已81岁，也因身患重病常年服药。

区信访局一直关注并帮扶张新成，还为
他申请了廉租房。看到信访局工作人员到
来，张新成很激动。工作人员询问了他的治
疗情况，勉励他保持乐观心态，积极治疗，张

新成感动地连声说：“谢谢你们，我一定会战
胜困难，好好生活。”

锡通园严抓严管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张锦毅 沈冬

飞）近日，锡通园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张芝山分
局联合对辖区内的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熟卤
菜销售主体等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以肉制品、乳制品等包装食品
及重要农产品、加工品为抽检重点，并同步检
查了变质食品清理、销毁制度的落实情况，检
查情况总体较好。

连日来，园区还组织了对工业企业安全
生产情况的检查，全面推进工贸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确保取得实效。下阶段，园区
将持续引导企业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切实履
行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应急处
置水平，加快形成全社会、全要素、全方位的
安全治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 朱键
李天舒 李越文 见习记者张笑月
通讯员龚裕平 季范镪 徐玉红 孙
永红 赵含烟 陆丽华） 10月 3日
上午，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
公司董事长朱炳明带领团队走进
川姜养老中心，捐赠健身器材、
老年观光车等，为入住老人送温
暖。川姜养老中心自去年9月运营
以来，已陆续入住 85位老人。当
天，川姜七彩艺术团还为老人们
送去了一场精彩演出，为老人们
带去欢乐。部分老人也展示了口
琴独奏、腰鼓表演，场面其乐融
融。

10月 7日，金新街道锦绣江
南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爱心业主走
访慰问了社区126位老人，送上重
阳糕，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从2008年开始，我们每年重阳节
都会对常住小区的六十岁以上老
人进行慰问，从开始十几个老人
到现在一百多个，我们坚持了十
多年。”业主委员会主任茅庆祥介
绍说，10月 10日，小区还将组织
50位老人去扬州一日游，让老人
们游览美丽风景，感受祖国大好
河山。

10月 7日，兴东街道土山村
举办第三届重阳敬老联欢会，让

老年人过一个愉快幸福的节日。
村老干部、老党员、企业负责人
等前来慰问联欢，有的村民还带
着孩子来现场感受尊老敬老教
育。“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在这个节日，让我们有机
会感受亲情，同时传承好敬老传
统。”村党总支书记葛跃进表示。

10月 7日，东社镇横马村组
织部分离退休干部和已退休的村
支部书记共 16人，集中前往福兴
寺、绿谷园和二毛农庄等地参
观，共度重阳。老同志们情绪高
昂，共同感受新时代农村生活的
美好。老支书曹旺山表示：“这样

的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看到了
这些年的巨大变化，虽然年事已
高，但我们还要为村里的发展作
贡献。”

10月 7日，平潮镇在平潮敬
老院开展“不忘初心敬老情，牢
记使命爱先行”主题党日活动，
与老人们共度重阳。来自镇社会
事务办党支部、平潮八院、南通
永汇电器和南通星球石墨设备公
司的志愿者们为老人量血压、进
行空调保养、打扫卫生，和老人
们一同包饺子，热热闹闹的场景
为敬老院增添了不少生机。

本报讯（通讯员徐小磊）敞亮
的教室，友善的同学，小严（化名）
对自己的初中生活很满意。而就在
几个月前，小严（化名）同学和他的
爷爷奶奶还在为他升初中后的接
送和生活照顾等问题发愁。

小严家住东社镇严北村，父
亲四年前因意外去世，母亲同年
离家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只剩下
他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今年他

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已 70多岁的
爷爷奶奶没有固定收入，全家靠
农村低保、慈善救助金、义务教
育助学金和微薄的田间收入维持
生活。但是小严没有被困难打
倒，他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生活的
挑战，相继获得江苏省“金钥
匙”科技竞赛二等奖、区少年宫
书法比赛二等奖、学校演讲比赛
第一名等众多奖项，被授予区

“三好学生”、校“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等多项称号。

区人社局在了解到小严家的
特殊情况后，主动与他结对，送去
慰问品、慰问金。在今年暑假的一
次走访中，局长张剑冰得知，按我
区学区划分的政策，小严升初中后
距所属学校较远，爷爷奶奶年事已
高，无法承担接送和教育问题；家
住金沙街道的姑妈主动表示愿意

承担照顾小严学习和生活的重任，
但苦于无法按政策就近入学。鉴于
这个家庭的特殊情况，张剑冰主动
揽下该问题，多次与教育主管部门
和民间慈善机构联系、会商、协调，
最终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圆满解
决了小严的求学问题，且学费问题
也得到保障。结对帮扶的“阳
光”照亮了这名寒门学子的求学
路。

170多名选手激烈角逐

“南山湖·水街”杯
羽毛球超级锦标赛落幕

重阳佳节 各地敬老活动情暖老人

结对“阳光”照亮求学路

金秋时节，西亭镇
八总桥村莲藕基地 60
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农
加紧采收、装运，满足市
场需求。

卑多敏 俞菲 摄
影报道

喜获
丰收

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 通讯
员严源源）近日，记者从区财政
局获悉，我区再拨付 33.4万元扶
贫保险资金，为 2016年底我区已
脱贫的建档立卡人员办理重大疾
病补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为了进一步消除我区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低收入人口数

量，提高相对贫困“边缘人口”
的医疗保障质量，为建档立卡低
收入人口购买意外伤害、重大疾
病等商业保险被纳入 2019年区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此次全
区补充投保的范围合计 1650户，
符合参保条件的低收入人员共
2783 人，人均参保费用 120 元，

其中：重大疾病补充保险费 110
元/人·年，意外伤害保险费 10
元/人·年，参保期限从 2019年 1
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截至目前，今年我区已累计
投入 177.34万元为建档立卡低收
入人口办理重大疾病补充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共惠及 8321户家

庭，合计14778人。

我区今年累计投入177.34万元
扶贫保险资金

惠及8321户家庭14778人

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
对燃气管理工作职能分工是怎样
规定的？

答：根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条的规定：省、设区的市、
县（市）人民政府建设（市政公用）
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建设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

气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县（市）
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燃气行业
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燃气管理的日
常工作。发展改革、规划、公安消
防、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
职责，依法做好燃气管理的相关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