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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周成瑜）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王燕红，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刘峰，
区政协副主席肖仲伟赴桃源开展
教师节走访活动，向坚持在教育
一线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送上真
挚的节日问候。

王燕红一行首先来到铜罗幼
儿园，一边与教师代表们亲切握
手，一边递上节日的鲜花。一行人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园内的自然
角、开心菜园、开心农场等区域。
看着正在户外玩过家家、学儿歌
的孩童们，王燕红表示，希望铜罗

幼儿园能将自然教育、户外教育
发展成为办学特色，在寓教于乐
中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成长。

在青云小学，王燕红一行详细
询问了学校配套设施建设、新生入
学等方面情况，并参观了校内的

“民族团结”活动室。该校自2017

年起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民族团结
创建进校园”活动，让本地区不同
民族的孩子更好地相互融合，做到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王燕红肯定了青云小学在民
族团结教育方面的工作举措，希望
学校继续坚持这项办学特色，加强

学生群体民族知识、民族政策的教
育力度，为民族团结作出新贡献。

随后，一行人来到青云实验中
学，详细了解了学校的建设规模、办
学机制、校园文化等方面情况，并走
入学校国际部，向部分外教老师们
送上了节日祝福。 （下转03版）

区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活动

在寓教于乐中让学生收获成长

8 月 28日下午，在八坼
街道黑龙村北黑龙路附近的一
条田埂上，村民王国新正手持
遥控器，操控着一台植保无人
机在给一旁的水稻田施洒药
水。他介绍说，8月下旬开
始，本地水稻陆续进入破口抽
穗阶段，极易受气候影响感染
穗颈瘟，需要及早施药防治，
而利用无人机进行飞防植保，

每小时就能完成50亩地的喷
洒量，不仅作业效率高，药水
覆盖也更为精准均匀，为病害
防治争取了有利时间。

今年53岁的王国新6年
前注册成立了沁缘家庭农场，
并在本村承包了500亩土地，
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及稻谷加
工。出于实际生产需要，近些
年王国新添置了不少农机设

备，走进农场的农机仓库，高
速插秧机、中型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水田平整机等现代化
农机设备一应俱全，翻地、播
种、插秧、施肥、收割等生产
过程如今通通实现了机械化。

前年，王国新又自费购置
了手上这台植保无人机，成为
全区第一个使用无人机进行植
保作业的种植户。因为效果实
实在在，今年他又购入了一台
无人机，希望进一步提升农场
的植保效率。“随着技术的进
步，农民种田变得越来越省

力，效益也更高。”王国新笑着
告诉记者，这几年，在各类现代
化农机的协作下，农场的生产力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年产稻谷可
达55万斤，亩均效益在2000元
左右。

“现在一个农场雇上几个
人，一季种出的稻谷，就能比以
前一个生产小队一年种出的还
多。”看着一旁操控无人机的王
国新，在沁缘家庭农场帮工多年
的黑龙村村民徐炳荣不禁联想到
了自己年轻时的劳作场景，发出
啧啧感慨。

出生于1951年的徐炳荣，整
个青少年时期都与人民公社相串
联。在他的记忆里，那时自己所
在的生产小队一共有五六十人，
一年到头却只围着 100 亩耕地
转，春拖犁耙、夏挥铁锄、秋舞
镰刀，最值钱的生产工具不过是
两头水牛，落后的生产力大大束
缚了农民的手脚。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
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唐代
诗人崔道融笔下的《田上》生动
描绘了古时农耕生活的艰辛，

（下转03版）

机具愈发“洋气” 耕作更加“体面”

吴江农业生产阔步迈向全程机械化
融媒记者 周成瑜

本报讯（融媒记者韦利红）昨天，区
红十字会代表江苏出征内蒙古，参加在那
里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
赛，这在我区红十字工作中还是首次。

出征的8人中，5名为比赛队员，3
名为候补队员，她们都来自吴江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在应急救护知识及技能方
面“零基础”。为了让她们快速“成
才”，今年3月以来，区红十字会利用休
息时间加班加点对她们进行封闭式集

训，集训内容包括救护演讲、理论问
答、心肺复苏、骨折固定、止血包扎、
特殊伤救护、情景演练等，这些内容也
是全国大赛的项目。

昨天的复赛，全国共有35支代表队
参加，江苏队具有江南特质的青花瓷服饰
让人耳目一新。经过激烈角逐，江苏队名
列小组第二。除东道主内蒙古队外，其他
入围决赛团队共5支。江苏队虽然无缘决
赛，但总体成绩位列全国第一方阵，这也

是我区红十字工作的历史性突破。
近年来，我区红十字会积极打造红十

字“救”在身边品牌，全力实施应急救护
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
区、进农村、进重点行业”的“六进”工
程，致力于传播应急救护理念和技能，辐
射到更多的普通大众，真正做到“人人学
急救，急救为人人”。今年，区红十字会
已举办普及性培训近350场次，3万余人
受益。

区红十字会代表江苏参加全国应急救护大赛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10日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
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
加会见。

上午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
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
间，同大家热情握手，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
留念。 （下转07版）

习近平会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东升）记者昨天
从区纪委了解到，为保障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区纪委监委近期
出台《关于在汾湖高新区试点推进容错纠
错机制的指导意见》，先行先试“尽职容
错、创新容错、纠错容错”三项容错机
制，鼓励基层干部在重点难点工作推进、
复杂问题处理上履职尽责、改革创新、敢
闯敢试、担当作为。

据介绍，尽职容错主要是激励“怕
为”的干部履职尽责，针对汾湖高新区

（黎里镇）建设、安监、综合执法等监管
任务重的部门和领域，以“履职尽责清
单”为依据，遵循有限责任、可量化操
作、效率效果更优、动态管理原则，量化
干部岗位履职尽责标准。

创新容错是勉励“敢闯”的干部轻装
上阵，针对改革创新、重大工程、重点项
目的先行先试，以及破解复杂问题、推进
和实施重要工作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实施

“风险备案制”，要求在工作实施前，由申
请部门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论证、集体决

策，制定可行性分析及风险评估报告，建
立完备的台账资料，按照程序递交审核、
讨论通过、备案生效，迅速投入实施。

区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纠错容错是
鼓励“跌倒”的干部能振作奋进，针对在
加强基层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重大
项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急难险重任务
过程中的失误、错误，以纠错容错引导干
部正确认识错误、努力纠正错误，在哪里
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投入紧张的工
作，变“有错干部”为“有为干部”。

区纪委监委试行三项容错机制
助力汾湖高新区推进示范区建设

本报讯（融媒记者刘森）
帮助残疾人脱贫致富是今年东
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点任务
之一。昨天，区残联一行在贵
州省印江自治县考察对接，落
实帮扶工作。

今年5月，两地残联签署
对口帮扶协议，在残疾人就
业、康复、托养服务能力培
训，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推
动残疾人竞争性就业、庇护性
就业等方面开展帮扶，并落实

帮扶资金10万元，在木黄镇大
坳村共建残疾人入股分红示范
点，帮助该县未脱贫残疾人实现
脱贫增收。

当天，区残联一行实地调
研了大坳村长征农业综合开发
专业合作社，了解了青脆李产
业发展及带动残疾人致富情
况，两地残联还召开座谈会进
行了深入交流，并就下一步对
口帮扶工作和建立长效机制等
达成了共识。

区残联赴印江开展对口帮扶

本报讯（融媒记者刘森）
“得益于你们的帮扶，前不久
我镇高坪村在国务院第三方检
查评估中，以100%的满意度
受到检查组高度认可！”昨
天，吴江东太湖度假区赴贵州
印江自治县帮扶座谈会上，板
溪镇党委书记张军如是说。当
天，东太湖度假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邱全明率党政
代表团，在印江自治县开展“携
手奔小康”活动，印江县委常
委、副县长沈健民出席活动。

去年，东太湖度假区与印
江板溪镇结对帮扶，相关村、
企业与板溪镇、缠溪镇4个行
政村结对帮扶，累计捐款捐物
61万余元。此次，在印江全

县上下巩固脱贫成效、实现贫困
人口“清零”的关键时期，邱全
明带队到访印江，为结对镇、村
完成目标再助一臂之力。

座谈会上，吴江滨湖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吴江滨湖新城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缠溪镇
甘家寨村、中兴街道罗星村签署

“携手奔小康”合作框架协议，
各捐助帮扶资金3万元，在脱贫
产业发展、人才与劳务合作、特色
农产品产销、贫困家庭子女助学
等方面给予帮扶；去年已参与结
对帮扶的苏州胜信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松陵商会、横扇商会分别向
缠溪镇塘房岭村、板溪镇高坪村
与梨坪村捐助“携手奔小康”帮
扶资金3万元， （下转03版）

镇、村、企合力助脱贫

东太湖度假区
赴印江开展对口帮扶

本报讯（融媒记者刘森）
“当前，印江处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阶段，正是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除了发
挥内生动力，也需要咱们吴江
方面的外力帮扶！”昨天，吴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张伟华带队
赴贵州印江自治县开展对口帮
扶，印江县委常委、副县长、
沙子坡镇脱贫攻坚作战指挥部
指挥长萧子静如是说。

去年，吴江开发区与印江
县经开区、沙子坡镇结对帮扶，

2家企业分别与沙子坡镇邱家
村、凉水村结对帮扶，累计捐助帮
扶资金66万元，有力助推了两地
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目前，沙子
坡镇剩余贫困人口 212 户 542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91%。

10 日上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吴江开发区向印江经开区、
沙子坡镇分别捐助“携手奔小
康”帮扶资金35万元，助力两
地巩固脱贫成效，助推产业持续
发展；苏州恒美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吴赣药业（苏州）有限
公司、 （下转02版）

摘帽不摘帮扶 力度再加大

吴江开发区
赴印江开展对口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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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稳定生猪生产

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以保障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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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提

愿见鲁哈尼
称24小时内可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