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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在苏州同里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大米加
工区，12台从日本进口的全
自动碾米机“火力全开”，将
一批批烘干后的稻谷脱去糠
皮，吐出粒粒细白精米。随
后，这批新米通过管道被输送
到了隔壁的包装区，在机器的
自动灌装下套上了“吴江大

米”专用产品袋。“从收割机
收割入仓到大米包装，我们都
要求稻米‘不落地’。”吴江大
米产业化联合体秘书长黄海告
诉记者，今年，通过专家现场
实地考察的方式，全区遴选出
8个环境优良、生产标准、管
理规范的生态种养生产基地共
1538亩水稻田，进行“吴江

大米”的规模化种植。目前，各
基地已陆续进入稻米收割、加工
阶段，而相关作业基本依靠自动
化流水生产线操作完成，确保大
米的品质。

作为吴江今年着力打造和推
广的一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吴江大米”将产品定位锁定在
了高端消费市场，前期不仅发布
了品牌LOGO及相关产品的包
装设计，还专门成立了吴江大米
产业化联合体，负责品牌的授权
和质量监管，为打响知名度、开
拓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

价格方面，吴江大米产业化
联合体制定的新米指导价为每斤
不低于5元，这相比于市面上普
通大米的售价确实高出了不少。
不过，高定位、高定价的背后，

“吴江大米”有自己的“底气”。
“土壤环境好，稻米品种

优，种植方式绿色生态。”区农
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科科长徐
向东在介绍“吴江大米”的优势
时这样总结道。他告诉记者，吴

江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区，成土母质为太湖黄土冲积物
及沉积物，由于年代久远，土壤
发育全面、土层深厚且有机质含
量丰富，是典型的潴育型水稻
土，加之太湖水系的灌溉以及雨
热同期的气候特征，非常适宜水
稻生长。

在稻米品种上，“吴江大
米”选用了以苏南地区为优势生
产区域的中熟晚粳稻“南粳
46”进行产业化开发，这一品
种食味品质极佳，曾在2006年
江苏省农科院系统优质粳稻新品
种（系列）食味品尝和2007年
江苏省粳稻优质米食味品尝会上
获得第一名，被誉为“江苏最好
吃大米”。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江大
米”种植过程中采用稻虾共作、
稻鸭共作、稻鳖共作、稻蛭共作
等综合种养模式，充分利用动物
和水稻间的共生关系形成良好的
生态循环系统，同时辅以杀虫
灯、性诱剂、生物制剂等现代绿

色防控技术来控制病虫草害，既
保证了大米柔软、滑润、清香的
口味，又利于稻米中营养成分的
留存。

眼下，“吴江大米”新米将于
今年11月中旬陆续上市，产量在
150万斤左右，包含“富蘇”牌
鸭稻米、“苏虾稻”牌虾稻米、

“水淹稻”牌水淹稻米等多个品
类，规格分常规包装5公斤、10
公斤和真空包装 1公斤、2.5 公
斤、5公斤等5种，市民可前往吴
江放心粮油店等11个销售网点购
买。

图为碾米机正在为新米脱糠
皮。 （吴斌摄）

稻田生态种养孕育高品质好米

“吴江大米”抱团挺进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 周成瑜

今年以来，太湖新城（松陵
镇）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完善工
作机制，夯实组织建设，以菀坪
社区的民族工作为典型代表，扎
实推进全镇基层统战工作。

“菀坪社区辖区内少数民族
人员聚集、民族文化多样，具有
很强的代表性。”太湖新城（松
陵镇）民宗助理朱根华介绍说，
菀坪社区于2011年获评苏州市
首批“民族工作示范社区”，自
此，太湖新城统战部门以该社区
为抓手，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统
战工作向基层组织延伸。2012
年，菀坪社区获评江苏省“民族
工作示范社区”，2016年获评吴
江区“统一战线工作先进集体”
和江苏省“文明社区”。

记者了解到，菀坪社区现有
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员340余名，
占太湖新城少数民族人员总数的
一半。为了紧密团结各族人民，
增进相互间的联系，菀坪社区以
活动为载体，每年都会开展座谈
会、走访慰问、主题活动等，让
少数民族人员感受到关怀与温

暖。“虽然每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惯和文化等都略有不同，但通过
各类活动，大家自然而然就亲近
许多，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也了
解更多，长此以往能让他们在吴
江获得更多归属感。”朱根华说。

此外，菀坪社区专门建立了
统战工作台账，将每一名少数民
族人员的基本信息都排摸清楚，
因地制宜地给予帮助。同时，社
区还将统战议题纳入每月一次的
工作会议，对当月的统战工作进
行回顾、总结，并规划下一阶段
的工作。“我们社区内有一个

‘晨光’志愿者团队，现在有十
多名团员，在他们的协助下，我
们的服务和活动得以顺利开
展。”太湖新城（松陵镇）菀坪
社区副主任李光雷说。

当前，菀坪社区正在积极争
创全国民族工作示范社区。记者
了解到，接下来，菀坪社区计划
建立社区工作人员与少数民族人
员“一对一”结对制度，并加大
活动开展和宣传力度，引导全社
会进一步关注少数民族群体。

以社区民族工作为典型
太湖新城扎实推进基层统战工作

本报记者 冯秋月

本报讯（记者颜贝贝）近
日，区“三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工作人员暗访平望
镇，在梅堰社区发现了两家

“散乱污”生猪养殖场，存在
生猪养殖、泔水喂养、气味刺
鼻、猪粪废水直排等问题，严
重污染周边的生态环境，并影
响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梅
堰社区的一处村道，发现道路

旁有一家“散乱污”生猪养殖
场，养殖场门口用砖砌了一个
池子用于搅拌、存放泔水饲
料，旁边还有几个装有泔水饲
料的大缸。

打开这家养猪场的大门，
一股浓郁的臭味扑面而来。记
者看到，这家养猪场目前共有
约20头生猪。猪圈外的空地
上摆放了多个装有饲料的白色
塑料桶，上面苍蝇乱飞，环境

十分脏乱。暗访人员还发现，
养殖户将生猪养殖场日常产生
的猪粪、废水直接排放至外面
的农田，严重污染周边的生态
环境。

随后，工作人员沿着村道
向里走，又发现了一家“散乱
污”生猪养殖场，也养殖了约
20头生猪，同样存在泔水饲
料养殖的现象，这家生猪养殖
场也将猪粪、废水等垃圾直接
排放到后面的农田。

“我们将尽快把暗访所了
解到的情况告知当地相关部
门，并督促他们整改。”一名参
与暗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区“三治”办暗访平望

两家养猪场将废水直排

本报讯 11 月 4 日下午，
由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
行政学校联合组织的2018年
度吴江区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
训宣誓仪式在区行政学校举
行。仪式上，99名新录用公
务员在领誓人带领下，面对宪
法和国旗庄严宣誓。

今年吴江区新录用的99
名公务员在 10月 23日至 11
月4日集中参加初任培训。此
次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开设
了十九大精神解读、革命理想
信念教育、生态文明建设、公
务员管理法律法规、公务员形
象塑造、廉洁从政、依法行

政、心理调适、公文写作、保
密知识等专题理论讲座，主办
方还安排了两位吴江先进典型
人物现身说法，组织了拓展训
练，举行了公务员集体宣誓仪
式，以及现场教学、研讨交
流、学习测试等活动。

（杨百良）

99名新录用公务员向宪法宣誓

全区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区上下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全省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之际，我们迎
来了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在此，我
谨代表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区政
府，并以个人名义向全区新闻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为全区新闻事业
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老一辈新闻
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
和支持吴江新闻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全区上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决胜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
高”新吴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努力奋斗着。全区新闻战线紧
紧围绕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坚
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48 字方针，坚持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自觉承担起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用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传播党的主张，反

映群众呼声，生动展示了吴江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改革实践和发展成就，营造
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巩固壮大了主流思
想舆论，展现了我区新闻工作者的良好
形象。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希望全
区新闻战线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始终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
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
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

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
正义的守望者，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
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吴江全力
打造“八大标杆”，深入实施“555 计
划”，开创新时代吴江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衷心祝愿全区广大新闻工作者节日
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进
步！热切期待你们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成就！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王庆华

贺信 （上接01版）全面提升公司的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推动
吴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群光电能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是台湾上市企业群光集团关
系企业，深耕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16年，为全球最大计算机
键盘及PC摄像头专业制造厂。

群光的键盘、摄像头和电源适
配器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新开工的群光电能二期项目总
投资1.05亿美元，建成后预计
生产规模为年产电子专用设备
10800 万台、 LED 照明设备
3360 万台、永磁马达 540 万
台，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达36
亿元。

（上接01版）此外，之前开展的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获
奖代表韦利红、杨华、周娜进行
了深情演讲。

刘伟表示，前不久结束的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为今后一个时期
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和科学指南。新闻舆论战线工作
者要学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统
一思想、凝聚力量，自觉承担起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更好地

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
心，做好新形势下吴江的宣传思
想工作。

加快媒体深度融合，打造新
型主流媒体是新时代媒体发展方
向。刘伟要求各新闻单位及新闻
工作者，要坚持守正创新，强化
使命担当，在加快媒体深度融合
上实现“五个力”，即遵循内在
规律，融出新型主流媒体公信
力；深化机制创新，融出新型主
流媒体引导力；强化技术支撑，
融出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坚持
平台打造，融出新型主流媒体影
响力；重视人才培养，融出新型
主流媒体生命力。

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实现“五个力”

群光电能科技二期项目开工

（上接01版）被约见的国家机关
负责人予以答复或者处理的活
动。本次提出约见的包括同里镇
的周春荣、松陵镇的赵汐琼等
11名人大代表。

代表约见活动中，区住建局
局长陈朝林以《示范引领，点面
结合，扎扎实实推进老小区功能
提升》为题，汇报了1号议案推
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环资城建
工委主任庄明耿结合前期专题调
研及现场踏勘情况作交流发言，
赵汐琼、徐晓芬等11名代表就
雨污分流工程完成情况、老（旧）
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等问题进行现
场提问，区住建局、规划局及太湖
新城建设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分
别进行了解答。朱建文在约见活
动上发言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
统筹协调，强化项目推进，提升质
量水平，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督查
考核，加强长效管理，确保把1号
议案落实好、办理好。

沈金明在代表约见活动中指
出，人大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
人是一项法定的代表履职活动，
区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专门制定
并印发《苏州市吴江区人大代表
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

法》，此次代表约见活动是本届
人大常委会也是吴江区人大首次
开展这种形式的监督活动，是人
大监督工作和代表工作在吴江的
创新实践，可以增强代表的履职
积极性和监督实效，将进一步深
化落实1号议案办理工作，拓展
代表工作的渠道，形成推进政府
工作的合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沈金明就 1号议案办理强
调，区政府要把这项工作放到重
要议事日程，统一组织，加强统筹
协调和政策支持力度。老（旧）小
区功能提升综合改造前期工作要
到位，进一步规划好、沟通好、
宣传好；要有序有力推进，围绕
既定目标倒排工期抓进度，优化
施工安排，争取老百姓最大的理
解和支持，加强质量监督，形成长
效管理机制，把1号议案办扎实，
做到改造一片、提升一片，增强群
众获得感，提升群众满意度。

约见前，区人大常委会还开
展1号议案推进情况视察，视察
了吴江开发区（同里镇）叶泽湖
花苑，太湖新城（松陵镇）高新
花园、水乡花园等老（旧）小区
的综合功能提升推进情况。

区人大首次开展代表约见活动

（上接01版）严肃查处中小学校
和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侵害群众利
益等问题。

乐江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识教育领域专项治理的重
要意义，各司其职，切实打赢
这场专项治理攻坚战，确保正
常的教学规律与教育秩序不被
破坏。

会上，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对
教育领域专项治理监督检查和违

法违纪问题查处有关工作作了部
署，要求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根据专项治理集中整治各阶段工
作任务，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及
时指出存在问题并督促纠正，通
过梳理排查问题线索、加大交办
督办力度、用好通报曝光手段等
方法，对巡视巡察、信访举报、
查办案件、审计监督等方面发现
的问题线索，加强梳理、分析和
研判。

不能让“良心行业”成为“逐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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