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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卫春开心地修整丰收在望的葡萄遥
2.游客一家人正在葡萄园参观遥
3.游客在龙诚田园广场开展活动遥
4.前来采摘葡萄的食客遥
5.小朋友们正在园中品尝葡萄遥
6.游客在龙诚田园广场进行游戏活动遥
7.龙诚田园全景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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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的盱眙，
依旧烈日当空。上午 8
8 月 18 日，
时，
气温高达 30 摄氏度，
但到龙诚田园体验农场乐趣
的游客们热情不减，葡萄园里早就挤满了前来采摘的
游客。
“大家好，
这些都是阳光玫瑰，
他们的甜度非常高，
游客们纷
非常爽口……”
在农场主刘卫春的解说之下，
采摘起来。
纷拿起剪刀，
龙诚田园拥有 100 多亩葡萄园，放眼望去处处缀
紫红色的、
碧绿
满丰收果实，
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
观光
色的，
好像一颗颗翡翠玛瑙。游客们在园内小径、
走廊、
精品示范区等处，
边欣赏田野风景边采摘葡萄，
好不惬意。
“妈妈，
这串葡萄红。”
一个剪，
一个拿，
母子俩配合
默契，
摘下串串葡萄。
“亲子采摘游”
成了农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前来采摘葡萄的王青告诉记者，
“我们是跟
新生代企业家商会来参加团建活动的，今天一家人来
玩得很开心。不仅吃到了好吃的葡萄，
还在拓展教练的
指导下进行了拓展游戏、
绘画、烹饪……不出盱眙，一
家三口从早玩到晚，
感觉特别有意义。”
为此，我们延伸了活动
“单一采摘活动难以持久，
刘卫春说，
农场依托
范围，
想法设法留住游客的脚步。”
优美的生态环境优势，致力打造采摘观光游融为一体
还可以观赏美景、
的深度游，让游客除了采摘提子外，
拓展游戏、
品味地道农家大锅菜，
感受秀美风景。
“我们是从南京来的，早就听说盱眙的农产品绿
你看，
这
色、
精致，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盱眙玩玩，
些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大锅菜真的让人回味无
南京市民刘
穷，
下次我一定要带老母亲一起来尝尝。”
颖对这次来农场体验了农家乐的短途游非常满意。为
了让前来旅游的市民有一个全面的自由采摘、休闲纳
凉、
旅游观光的活动场所，
采摘期间，
农场还为市民提
供了很多可玩可看的景点。园内的提子长廊，漫步其
间，
可观赏到各具特色的提子果园和田间美景，
是观光
旅游、
摄影的理想场所；
在农场还可以一边欣赏着满目
翠绿的乡村美景，
一边悠然地垂钓各种野生鱼，
其乐无
穷。
“这里的葡萄比市场上还贵，
但是葡萄新鲜度高、
口感好。”
采摘活动中，
不少游客如是说。但因葡萄品质
还有前
好，
葡萄产销两旺。同样看好这里葡萄品质的，
今年早就打听好什么
来游玩的游客。
“去年就来过了，
时候是阳光玫瑰的采摘季，便带着家人一同来体验采
这里不仅能采
摘乐趣。”
来自淮安市的游客张雪琴说，
非常值得一来。
摘葡萄，
还能品尝到正宗的农家美食，

领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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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记管仲镇管仲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尧江苏星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福新

本报讯 今年以来 袁我县认真贯彻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相关文件要求 袁 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袁 成立工作
领导小组袁 科学制定工作实施方案 袁 积极组建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队 袁 实行县 尧 镇街 尧 村三级联动袁 创新开
展野 志愿+冶 服务活动 袁 奋力谱写向上向善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遥
志愿+精准脱贫服务袁让贫困户富起来遥 我县全面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袁 制定金融扶
贫尧 教育扶贫尧 医疗扶贫 尧 危房改造 尧 产业扶贫等实施
方案袁扎实有效推进遥 建立县镇村 10392 名帮扶责任
人与 17868 户低收入农户进行结对袁帮助低收入农户
理清发展思路 袁 针对低收入农户具体情况 袁 因户制宜
制订帮扶计划遥 对有劳力的低收入农户袁 通过扶贫小
额贷款政策扶持尧 低收入劳动力培训转移等措施袁建
立稳定的增收渠道 曰 对无劳力的低收入农户袁 落实低
保 尧 医疗 尧 教育等保障措施 曰 对已经脱贫的低收入人
口袁 跟踪关心扶持 袁 做到 野 扶上马 尧 送一程 冶袁 确保稳定
脱贫遥 不定期组织党政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等结对帮
责任人培训袁使其熟悉和掌握各项扶贫惠农政策和扶
贫方式 袁 引导和帮助困难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袁 激发内
生动力 袁 增强自我发展和脱贫意识 袁 推动脱贫致富奔
小康工程深入实施遥 今年以来袁 举办低收入劳动力专
场招聘活动 80 余场 袁 本地转移低收入劳动力就业
1128 人袁培训低收入劳动力 295 人曰有 4505 人低收入
人口享受 野 先诊疗后付费 冶 政策 袁 家庭医生免费签约
9309 人袁30 种大病专项救治 755 人次曰 发放建档立卡
家庭学生各类助学金 8928 人 738.4 万元曰 发放扶贫小
额贷款 9208 万元袁受益农户 3101 户曰对无法依靠产业
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低收入农户中 3172 户 6717 人
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袁2760 人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袁 实行
政策性保障兜底曰已累计实现 1.31 万户尧4.7 万人低收
入人口脱贫遥
志愿+农技推广服务袁让产业旺起来遥 今年以来袁
我县大力实施虾稻共生尧高效园艺野1+1冶现代农业遥 据
统计袁全县虾稻共生已达 65 万亩袁新增 30 万亩曰高效
设施园艺面积已达 30.2 万亩袁新增 1.6 万亩 遥 为有效
解决农户急需的关键生产环节技术难题袁 我县建立农
业产业发展党工委袁组建农技推广党员干部志愿服务
队袁设立 6 支小分队 袁开展低收入农户虾稻共生尧高效
果蔬栽培尧农产品质量安全尧惠农政策落实尧 农业减灾
防灾等志愿服务活动袁大力推广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模
式袁争当惠农政策的野传播者冶尧农业生产的野 参与者冶尧
为民服务的野志愿者冶袁深受农民群众欢迎遥 截至目前袁
已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 15 期袁受益群众 3000 多人袁
发放各类技术明白纸尧 惠农政策手册 26300 份 曰 培育
虾稻共生科技示范户 450 户 袁 辐射带动养殖户 4500
户袁虾稻共生亩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曰 积极引导 601 省
道尧环湖大道尧盱马路高效特色农旅产业曰 进一步推进
淮河大白菜尧 毛豆 袁 鲍集大唐蔬菜袁 黄花塘雨山茶 袁 天
泉湖蓝莓袁穆店火龙果尧莲子尧 草莓袁 河桥中药材袁三河
梨子等特色高效蔬果基地 袁 亩均增收 3000-8000 元袁
逐步形成野一镇一特冶野一村一品冶遥 通讯员 胡俊海

融媒体记者 孙好
程福新 袁 今年 59 周岁袁 退伍三十
多年来袁始终保持军人本质袁肩负着共
产党员的使命袁 回归农村 尧 扎根基层 尧
自主创业袁在实体经济中精心打造野星
鹰冶米业品牌袁带领群众发家致富遥
1984 年 袁程福新从南京军区陆军
二师退伍回到了家乡遥 当时袁程福新积
极响应号召投身到创业的浪潮中袁 与
他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煤球厂袁但是袁由
于种种原因袁 时间不长煤球厂就关停
了遥 军人特有的执着让他不轻言放弃袁
1989 年袁 程福新又四处托亲拜友袁 借
款创办了一家小型米厂遥 这一次袁他认
真分析第一次生意失败的经验袁 总结
教训尧冷静思考袁把小米厂经营得越来
越好遥 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时袁1991 年那场无情的洪水却把他所
有的梦想都野冲冶走了袁洪水过后袁价值
十几万的大米霉变了袁 机器设备无法
正常运转了袁程福新损失惨重遥

在那个极其低落的时期袁程福新不
断地告诫自己院野我是军人出身袁在哪里
跌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遥 冶1993 年在
镇政府的支持下袁程福新再次创办起大
米加工企业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经过不
断的努力袁米厂的效益越来越好遥 2009
年程福新又投资 3000 万元创建江苏星
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袁并引进国内先进
的大米加工生产线袁公司的产品质量和
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升遥
程福新告诉记者院野现在公司日产
大米 300 吨袁 年产值过亿元袁 创利税
200 余万元遥 为了帮扶低收入困难群
体袁我在企业用工中袁首选低收入困难
群体和退役复员军人袁 他们占公司员
工总人数的一半遥 冶
2006 年袁 作为先富起来的一批典
型袁 程福新被选为管仲居委会党总支
书记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袁程福新始终
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袁 开展一系列民

县新联会一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致力实现乡村振兴

要
要要桂五镇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八次会议精神
融媒体记者 朱晓星 通讯员 陈涛

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结束后袁桂五
镇立即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集中
再学习曰镇领导班子就如何贯彻落实县
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精神和下一步工作
开展袁召开专题部署会议遥 野此次县委全
会为桂五实现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袁我
们将不折不扣抓落实尧 不等不让抓成
效袁着力建设农业强尧农村美尧农民富的
新桂五遥 冶桂五镇党委书记蒋林海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遥
下一步袁 桂五镇将紧紧围绕县委
野1612冶 高质量跨越发展统揽工程的要
求袁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袁坚持以
党建引领为中心袁突出项目建设和乡村
振兴两项重点工作袁 守住安全稳定尧生
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三条底线袁实现各项
工作攻难关尧显特色尧出成绩遥
围绕重点袁树立目标意识
该镇坚持以县委尧 县政府的总要求
为指挥棒袁坚持目标导向袁坚决贯彻落实
好县委尧县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遥 桂五的
领导班子一要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袁围
绕县委尧 县政府的各项目标开展各自分
王盱明
本期定稿：

管条线上的工作袁明确思路袁做到有的放
矢袁不做无用功曰二要起到带头引领的作
用袁围绕县委尧县政府的目标袁制定符合
桂五实际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袁 引导
村居尧单位强化目标意识袁心往一处想袁
劲往一处使曰三要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袁
充分调动分管条线和挂包村居的积极
性袁发挥村居尧单位的主观能动性袁以实
际行动展现精神面貌袁 以群众口碑反映
工作成效袁以最终结果体现落实情况遥
迎难而上袁补齐短板弱项
该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袁全体党员干部要振奋精
神袁比拼赶超袁争先进位遥 一是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袁补齐项目短板遥 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的理念袁主要负责人带头外出招
商曰积极推进青龙溪尧宏润亚麻尧恒华工
贸等在手项目曰 提升帮办服务质量袁以
商引商遥 二是注重企业提质升效袁补齐
指标短板遥 招引项目的同时袁积极帮助
企业发展壮大袁提升质效袁在改革创新
中使企业野由小变大冶袁着力培育出质效
全县排名前列的优质企业遥 三是改善农
本期值班：张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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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先进党支部冶称号遥 程福新也被江苏
省委组织部尧宣传部联合评为野吴仁宝
式村书记冶曰 被淮安市评为 野双带冶标
兵尧 劳动模范 尧优秀共产党员和野 百佳
村官冶曰被盱眙县委评为 野 十佳党总支
书记冶遥
在做好党总支工作的同时袁 程福
新还积极联合管仲镇的其他粮食加工
企业袁成立了管仲粮食加工企业协会袁
共同推动管仲镇粮食加工产业发展 袁
进一步增强了管仲镇粮食加工企业的
影响力遥
程福新表示袁野今后袁 我会继续以
共产党员和军人的标准袁 带领群众在
奔小康的征途中昂首阔步 尧 砥砺前
行遥 冶

8 月 22 日上午袁首届
野 盱眙县最美退役军人 冶
评审会召开遥15 名候选人
用最动 听的 语言 展示 了
退役军人永葆本色 尧奋发
图强的 优秀 品质 和良 好
的精神风貌遥 经过评审会
评委投 票打 分以 及之 前
网络投票得分两项相加袁
最终李明 尧 徐玲 尧 杨录斌
等 10 人当选为首届 野 盱
眙最美退役军人 冶遥 王洪
光 尧 丁亮 尧 徐亚 等 5 人获
得首届野盱眙最美退役军
人冶提名奖遥
据了解 袁 自 5 月份全
县开展 野最美退役军人冶
推选活动以来袁 得到了社
会广泛关注遥 由各镇街尧
各单位 推荐 以及 个人 自
荐袁 共 77 名退役军人参
加评选遥 经过前期综合评
选袁共产生 15 名候选人遥
融媒体记者 许昌银
通讯员 于晶清摄

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九次全会尧县委十四届八次全会精神

抢抓发展机遇

生实事袁解决群众实际困难遥 他先后对
刘谢尧罗场等组的道路进行改造铺设袁
修建水泥路 1.5 公里尧下水道 4 公里 袁
改造了管仲尧刘谢尧罗场居民集中居住
小区袁 管仲居委会的村容村貌得到了
很大改观袁 道路畅通 袁 环境整洁 袁 居民
的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提升遥 与此同时袁
程福新还时刻挂念着管仲居委会安全
饮水尧 医疗卫生尧 困难家庭子女读书 尧
居民致富等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 袁 赢
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遥 截至目前袁管仲
居委会人均年收入达到 18500 元 袁 位
列管仲镇前列遥
程福新还通过向上争取和自筹资
金袁新建综合服务中心尧居民休闲健身
广场尧镇工业园区厂房袁创建党建教育
示范基地尧发包集体土地尧整合农贸市
场袁 不断完善便民设施袁 提高集体经
济遥 管仲居委会曾连续两年被县委评
为野最具发展潜力的十强村冶党支部和

业农村条件袁补齐基础短板遥 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袁发展中药材尧林果等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遥 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野263冶整治等专项重点工作袁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袁营造良好发展条件遥
趁势而为袁抢抓发展机遇
该镇的发展虽然面临挑战袁但同样
存在着诸多机遇袁 要牢牢把握好机遇袁
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一是抓党的建设遥 持
续深入实施党委书记项目 野四比四提
升冶曰 以县委巡察整改和市委巡察为契
机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袁全面推进从严
治党曰 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袁
倡导移风易俗曰充分发挥野李银江党性
教育课堂冶和野我们的党代表冶主题教育
馆作用遥 二是抓民生改善遥 为民服务中
心和文化大楼 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冤即
将投入使用曰加快推进 248 省道外立面

法律顾问：韦

刚

改造工程曰 尽快实施集镇路灯改造工
程曰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打造
高庙尧星星尧高平三个市级示范点曰准备
好农房改善馨桂邻里农民相对集中居
住区相关手续袁随时准备启动建设遥 三
是抓经济增收遥 努力培植优质税源袁促
进桂五经济发展曰各村居充分利用各种
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袁年底全部完成村
集体经济不低于 18 万元的目标曰 积极
推进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工作袁尽快完
成协议签订袁 尽快进行拆除和复垦袁实
现对外发包遥 四是抓三条底线遥 加大安
全生产和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力度袁严防
重大事故曰加强矛盾排查袁加强重点人
头稳控袁加强信访积案化解袁维护社会
稳定曰深入开展野263冶整治尧野 两违冶野三
乱冶整治和野河长制冶等工作袁打造绿色
家园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袁年底实现
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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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2 日下午袁 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一届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遥 市委统战部调研员蒋长林尧
副县长雍梅尧 市新联会常务副会长姚
爱民等领导出席活动遥
蒋长林要求袁 盱眙县新联会要及
时准确地把握广大成员的思想情况 袁
有组织尧有针对性地加强引导袁并加大
先进人物的宣传力度袁 进一步激发会
员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创造性袁 助推盱眙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遥
就进一步发挥县新联会的作用袁雍
梅要求袁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袁切实增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
工作的责任感尧使命感曰要不断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袁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
展贡献更大力量曰要着力加强新联会自身
建设袁不断提高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曰要进
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袁以踏石留印尧抓铁有
痕的决心袁以时不我待尧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尧责任感袁全力把中央和省委尧市委及县
委统战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袁积极推进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项统战工作创新发
展袁为决胜全面小康尧推动全县高质量跨
越发展凝聚人心尧汇聚力量遥
会上袁县新联会会长作了新联会年度
工作报告遥 会议表决通过了叶盱眙县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章程曳渊修正案冤和有
关人员调整与增补的报告遥 其间袁开展了
银企对接活动遥
融媒体记者 孙好

我县动员部署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作
本报讯 8 月 22 日下午袁 我县召
开创建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动员会议遥 副县长章文风出席会议遥
章文风指出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
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尧提高农村生产
力的重要基础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支撑遥 盱眙建成省粮食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既是重要任务又是必成目
标遥 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袁加深对开展
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创建工
盱眙播报信箱：
jsxybb@163.com

作的认识袁确保抓好抓实袁抓出成效遥 他
强调袁各镇渊街冤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到创建工作的紧迫性袁认真对照实施意
见中的工作职责和目标任务袁 立即行
动袁挂出作战图袁列出时间表袁压实工作
责任袁步步为营 袁扎实有序推进创建工
作遥 要抓住野机具保有量尧示范镇渊街冤建
设冶 两个关键, 积极扶持和培育农业企
业尧农机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和农机大户
等经营主体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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