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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汾湖高新区星谊
村青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两名毕业于大连海洋大学
水产专业的研究生，正日夜不
停地做着一项研究——以循环
水育苗技术，驯化出体长约5
厘米的加州鲈鱼苗。

“以往养殖户采购的鲈鱼
苗体长仅有3毫米左右，鱼苗
从 3 毫米长至 5 厘米很不容
易，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全部
死亡。”星谊村党委副书记、
青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
记金香告诉记者，若出现这样
的情况，不仅养殖户前期投入
全部泡汤，还会因错过鲈鱼养
殖季节而全年无收。

如果养殖户直接投放体长
约5厘米的鱼苗，不仅养殖风

险大大降低，养殖时间也能缩
短6个月左右，当年投苗、当
年销售。更重要的是，5厘米
的鱼苗可以直接投喂颗粒饲
料，这对减轻太湖面源水污染
大有裨益。

“这项研究很难。今年5
月启动研究，至今已失败 9
次，现在是第10次攻关。”金
香说，尽管很难，但作为汾湖

“乡村振兴”先锋党组织，青
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会继
续研究下去，“习总书记讲
过，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所
以，只要能带动农民增收，不
管课题有多难，我们党员干部
都要拿下。”

而事实上，曾获得苏州市
“双带”致富标兵、吴江十佳

新技术和新农民创业创新带头
人等荣誉的金香，为了带领村
民致富，已不止一次挑战难
题。

多了“中间商”
为何养殖户还能多赚钱？

在拥有3600亩水域的星
谊村，南美白对虾是村民致富
的“第一桶金”。在这个村，最多
一天曾出塘50000斤对虾。

然而，在销售渠道未彻底
打通前，不少养殖户都遇到过
销售难题。

养殖户在下网前，要先联
系收购商，量少了，收购商不乐
意来；量多了，收购商能把价格

“杀”到养殖户心里滴血。
2004年，从部队回到家

乡、分管村里农业生产的金
香，开始有意识地接触全国各
地的对虾收购商。从浙江到上
海，再到青海、西藏，熟悉的
收购商多了，金香就给村民做
起了“中间商”。

“协调对虾出塘、安排运
虾车辆、组织各地收购商，进
村的收购商多了，养殖户有了
更多选择，在收购价上也就自
然有了发言权。”金香说。

虽然多了金香这个“中间
商”，但村民不仅不再需要担
心销路，对虾的收购价还比以
往涨了一块钱左右。

每斤5元的收购价
为何能涨到12元？

2007年，星谊村的对虾

养殖户老陈曾遇到过一件糟心
事。

联系到一个经济人后，
老陈网起了5000斤对虾，而
经纪人看着欢蹦乱跳的活
虾，竟然将市场上每斤最低
11元的收购价，“杀”到了每
斤5元。

不卖？活虾变成死虾，无
人问津；卖？至少少拿30000
元！

难题摆在了老陈面前。所
幸，老陈是星谊村人。

“2006年左右，我为了把
村里的对虾销出去，每天都会
在全国各个水产网络平台做推
广。后来，一个甘肃老板看到
推广信息，从兰州赶过来，不
仅对我们村里的对虾赞不绝
口，还建议我们办个速冻加工
厂，并承诺收购所有速冻对
虾。”金香说，在这个甘肃老
板的支持下，星谊村办了吴江
第一家对虾速冻加工厂，每天
可速冻对虾2万斤，每年可收
购对虾500吨。

正是这个速冻加工厂，以
每斤12元的价格，收下了老
陈已出塘的5000斤对虾。也
正是这个速冻加工厂，让村里
养殖户的亩均效益提高了
20%左右。

“以往吴江没有速冻加工
厂时，收购商只能将活虾运至
浙江冰冻，为了转嫁运输成
本，自然会压低收购价。”金
香说，有了这个厂，活虾可直
接在村里冰冻，收购商不仅不
会压低收购价，相反，为了尽
快凑足收购量、完成收购工
作，收购商还会将更多订单，
以更高的价格放在汾湖及周边

镇区。

亩均475元的收益
为何变成了3000元？

这几年，受产量、价格等
因素影响，星谊村对虾养殖规
模逐渐缩小，作为分管农业的
村党委副书记，金香带领村民
开始了新的创业——稻田套养
小龙虾。

“去年就开始了。小龙虾
不仅吃虫，吃有害的螺蛳，还
可以除草松土，粪便还是有机
肥料。而稻田则给小龙虾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腐烂稻梗还是
小龙虾的饲料。”在即将收割
的稻田里，金香指着金色稻穗
下的青翠稻秆说，“专家讲
了，稻秆至今青翠，就是因为
套养小龙虾后，稻田虽然没有
施 肥 ， 但 肥 力 却 比 以 往 足
了。”

根据金香统计，小龙虾和
大米加起来，亩均收益至少有
3000元，而往年水稻的亩均收
益也就475元左右。

“小龙虾根本不够卖。因为
田里有小龙虾，所以不能给水
稻打农药，而这种无农药残留
的大米也很好卖。”金香笑着
说，今年星谊村套养小龙虾的
稻田有1200亩，明年全汾湖将
扩大到3000亩，将会有更多农
民受益，“等青虾养殖专业合作
社完成鲈鱼苗驯化研究，我们
党支部将再度助力汾湖及周边
养殖户，在致富路上再迈出一
大步。”

图为金香。
（徐海军摄）

望着已出塘的5000斤南美白对虾，听着收购商每斤5元的报价，想着市场上每斤最低11元的收购价，养殖户老陈犯难了，是看着活蹦

乱跳的对虾变成无人问津的死虾，还是忍痛挨下收购商的“狠狠一刀”？

所幸，老陈所在的汾湖高新区星谊村，有一群执着于带领村民致富的党员干部——

虾肥稻香的田野上党旗更鲜红
本报记者 徐海军

本报讯 （记者方芳）
“因圆有爱，甜蜜脱单”人
才鹊桥会单身青年联谊活动
明天上午将在吴江宾馆爱琴
海餐厅举行，参加活动的

“才才”和“佳佳”们将通
过美食烹饪和游戏活动找寻
到属于自己的缘分。

本次人才鹊桥会联谊活动
由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吴
江日报社联合主办，旨在吸引
更多人才在吴江地区落户。当
天的活动，“才才”“佳佳”中
厨艺好的可以一展身手。据介
绍，活动主办方还准备了童话

镇、爱的吃货、为你吃醋、放
肆爱、默契大考验、爱要大声
说出来等互动环节，为这个周
末的活动增添更多欢乐。

当美食遇到爱情，会有怎
样的浪漫发生？现场会有多少
对才子佳人携手脱单？让我们
尽情期待吧。

当美食遇到爱情 会有怎样的浪漫

人才鹊桥会联谊明天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俞 佳
佳）江苏省2019年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及学业水平测
试报名工作已于日前结
束。记者从区招考办获
悉，吴江区共有3549人报
名参加2019年高考，高二

“ 小 高 考 ” 报 名 人 数 为

4127人。
从考生类别来看，应届生

3468人，往届生81人。从报
考类别来看，文科类 1127
人，理科类2268人，艺术类
88 人，艺术兼报文科类 26
人，艺术兼报理科类12人，
体育类12人，体育兼报文科

类 3 人，体育兼报理科类 9
人，非统考考生4人。

此外，吴江区共有4127名
高二学生报名参加2019年的

“小高考”，从考生结构看，报
考化学的人数最多，其余依次
为政治、地理、历史、生物、
物理。

吴江3549人报名参加2019年高考
“小高考”报名人数为4127人

本报讯（记者邱纳）日前，
80多名来自区重点企业的一线
工程技术人员分别前往苏州市高
级人才太湖培训中心和苏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参加机电一体化
技能提升培训班和智能制造培训
班，力争在第六届“吴江技能状
元”大赛的这两个项目中取得优
异成绩。

机电一体化技能提升培训，
主要学习课程有电气系统接线、
PLC、变频器技术、组太工程设
计、机电一体化综合系统等；智
能制造培训班，主攻工业机器人
编程技术。据介绍，这些培训全
部由政府“买单”。

第六届“吴江技能状元”大
赛首个比赛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工
已于11月4日结束，智能制造

(工业机器人项目)、机电一体
化、运维网络攻防、化纤后处
理工（加弹工）、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西式面点师等6个项
目将从本月10日起陆续开始比
拼。

区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相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吴江区产业
转型升级的加快，企业对机电一
体化技能人才和工业机器人编程
技能人才的需求量逐年增大。这
些人才不仅可以比普通流水线工
人获得更高的待遇，晋升空间也
更大。来自苏州友联纺工装备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工技师汪光
涛告诉记者：“给机器人编程是
未来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方向，
早一步掌握这门本领，就多一个
职业竞争的砝码。”

不花一分钱就能学到真本事

企业员工备战
“吴江技能状元”大赛

本报讯（记者蔡铭越）
昨天吴江的最低气温为
10.9℃，受降雨和西北风影
响，体感明显湿冷，区气象
台还发布了大风报告。最新
的气象资料显示，这个周末
吴江的天气总体比较阴冷，

且有降雨过程。
区气象台预计，今天多云

到晴，最低气温8℃，最高气
温 17℃，虽然阳光短暂重
现，但气温并不友好。预计周
六多云转阴有阵雨，早晨最低
气温在10℃左右，白天最高

气温19℃，有所回升。预计周
日阴有小雨，气温在14～18℃
之间。区气象台提醒广大市
民，这样的天气不太适合安排
外出休闲活动，如要外出，请
提前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
全，同时做好保暖工作。

周末阴冷有雨 请注意保暖

本报讯（记者张婷）执行款
24万余元、执行和解1案、扣押
轿车1辆、强制执行交付商铺1
处、司法拘留“老赖”1名……这
是近日吴江法院开展的一次“假
日行动”所取得的“战绩”。

在当天的行动中，执行法官
共找到4名“老赖”，其中3名被
执行人、1名被执行企业负责人。
行动中，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的“老赖”陈某被拘传至法院后，
当即履行了22万元的还款义务。

今年10月起，吴江法院开展
“假日行动”，每周六拂晓时分准
时发起。该院的执行干警通过错
时突击，打了那些趁着节假日悄
悄回家的“老赖”们一个措手不
及。截至目前，该院通过“假日
行动”共查找到“老赖”23名，
其中，6起案件履行完毕，2起案
件达成执行和解，执行中还查封
房产1处，强制执行交付商铺1
处，扣押车辆 3辆、财物 1批，
执行战果持续扩大。

“假日行动”抓老赖
“执行攻坚”显成效

本报讯 （记者俞佳佳） 日
前，省教育厅公布了首批省级教
师发展示范基地校名单，共有
110所学校入选，其中苏州有13
所，吴江实验小学幼儿园是吴江
唯一上榜的学校。

江苏省于今年7月全面启动
教师发展示范基地校建设，计划
到2020年，在全省中小学校中建
设1000所左右的示范基地校，其
中省级示范基地校300所，市、县
级示范基地校700所。据悉，在现
场评估期间，吴江实小幼儿园在
教师成长、示范辐射、荣誉成果以
及准备材料的细致度和场所设施
的全面性等方面得到了评审组的
高度评价，顺利成为首批省级教

师发展示范基地校之一。
据了解，省级教师发展示范

基地校每年考核一次，实行动态
调整机制。省级示范基地校主要
承担省属高校示范生教育实践、
国家级和省级教师培训等任务，
原则上三年内接受示范实习生不
少于120人次，并确保每名实习
生上课不少于15节；承担国家级
和省级教师培训任务不少于150
人次，为参训学院提供参观考
察、课堂听课、跟岗研修、现场
诊断等实践教育；同时根据需
要，选派优秀教师担任高校示范
专业兼职教师（含教育硕士）和
省级及以上培训专家、名师工作
室指导教师。

首批省级教师发展示范基地校名单出炉

吴江实小幼儿园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