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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源 李鑫津
实习生 王安琪
通讯员 邮萱

阳春三月，万物勃发，记者来到高
邮市临泽镇营东村，车行在田间水泥小
道，一路畅行，两边规整成片的麦田里，
几台农机正在为麦苗施肥。“这几年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改善农村风貌，改变
耕作模式的大好事。”营东村支部书记
黎长明感触颇深。如今，田成方、林成
网、渠相连、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的
高标准农田，已成为高邮乡间的一道靓
丽风景。

下午2点，坐在一人多高的拖拉机
上，营东村村民邹正荣狼吞虎咽地吃着
方便面，半天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家里
200多亩小麦的植保工作。“承包了200
亩农田，家里老两口负责耕种，现在没什
么大问题。”邹正荣告诉记者，以前的田
都是泥巴垄，农业机械下田非常不便，尤
其是转场，有时候作业半小时，转场要半
天，现在高标准农田把水泥路修到了每
个角落，我一个人开一辆拖拉机以前一
天只能作业五六十亩，如今轻轻松松作
业二三百亩，效率提升好几倍。

田种得轻松了，不过也有一个“坏
消息”，土地流转的租金这两年蹭蹭往
上蹿。“以前每亩土地的流转费用只有
六七百元，现在每亩的流转费用超过
1000元，不过大账算下来，还是划算
的。”邹正荣给记者扒了账：以前田间都
是泥路，稻麦打下来，只能用拖拉机一
车一车拉，运费就不得了。现在硬质道
路直通田头，方便了大型机械车辆进
出，一辆载量16吨的大卡车每天只需
要600元，比以前节省了一大笔，可耕
种的面积也增加了10%以上，田间灌

溉也从传统的柴油机抽水灌溉转变为
现在的电力灌溉，每亩成本能节省30
多元。

42岁的李华兵是营东村的种粮大
户，家里4口人，除了种植自家的500
亩地之外，他还和合作伙伴共同联营
2000亩田地，除此之外还投资了100
万元的农业机械，综合一年下来，净收
入可达70多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实
实在在给我们开了条致富路，以前很多
不可控的天灾因素，现在都在可控的范
围内。”李华兵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可
以说，高效农业的发展给了农民底气，
有钱赚了，农民的腰板也挺直了起来，
挣钱越来越有动力了。

“高标准农田项目确实给乡村现
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

变化就是生产条件的变化，而最大的
获益者就是老百姓。”临泽镇农业农村
局党支部副书记柏正祥由衷地感慨，

“这几年，营东村将原先高低不平，东
一块西一块的撂荒田，重新‘洗牌’，整
合到一起就成了金边银角。”据了解，
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后，拥有一万亩
农田的营东村实际可耕面积增加一千
多亩，村集体收入也增长到去年的50
多万元。

如何给整治好的土地“做加法”？
高邮结合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水土
资源条件和农村土地利用现状，在盘活
土地资源、释放土地潜能上下功夫，让
全市农业用地焕发新生机、创造新价
值，催生出一批现代高效农业项目。

在高邮界首镇，“相忘江湖”家的麻

鸭可是远近闻名。而经营这个鸭场的
是戚龙江和戴晓明夫妇。5年前，原先
做高邮境内圆通快递老板的戚龙江，突
然看准了土地上“生机”。“从事物流行
业多年，手下七八十号快递员由于电动
车都买不了保险，每天提心吊胆的，觉
得要换个谋生方式了。”过久了每天繁
忙的生活，戚龙江想要停下来，多踩踩
土地，正巧赶上界首镇高标准农田建
设，零散土地要划归，借此机会戚龙江
争得了一块水田和旱地共计60亩，成
立“相忘江湖有限公司”，从此“相忘江
湖”的夫妻俩就在这块热土上与麻鸭

“折腾”了起来。
整治一方，流转一方，发展一方。

“90后”上过大学、当过兵的徐鹏，来到
高邮太丰村做起了500余亩的新生态
种养园项目，光是种植猕猴桃就实现产
值近300万，带动周边60余名农民就
业；浩芝村24岁大学生管越前两年也
加入了回乡创业的队伍。他在管伙村
租地260亩，投资200万元实施稻虾共
作项目，龙虾的平均日销售量达800
斤，最高达1700斤，亩均纯利润4800
元左右，带动周边10多名富余劳动力
就业。

推进高标准农田，撂荒地变成了
“聚宝盆”。记者了解到，4月底，高邮
完成2020年省定7.4万亩的任务后，全
市将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达80万
亩，提前完成《扬州市乡村振兴战备实
施规划（2019-2022年）》中，至2022
年底高标准农田建设占比75%以上的
任务。高邮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80万亩的目标，传递出抓耕地保护“寸
土不让”，保障粮食安全须臾不松劲的
鲜明导向，也彰显了作为传统农业大县
的责任和担当。

化零为整，让农业更高效

高邮80万亩粮田变“良田”

3月2日，一对新人跨过四千公
里的时空距离在扬州市正式结婚登
记，新娘是来自江苏省苏北人民医
院的援鄂护士张敏，新郎是来自新
疆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的援鄂护士
李梦鸽。

去年2月13日，苏北人民医院老
年科护士张敏成为第七批江苏援鄂
医疗队扬州队成员，在武汉市第一医
院参与战“疫”。当时，扬州医疗队的
驻地酒店里云集了全国多所医院援
助武汉的医护精锐。为了缓解医护
人员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酒店运动馆
安排有一些运动设施，紧张工作之
余，张敏会到那里锻炼身体。正是在
那里，张敏邂逅了来自新疆克拉玛依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男护士李梦
鸽。李梦鸽高大帅气的形象和清澈
的眼睛引起了张敏的注意，她当时就
偷偷拍下了他的照片，一颗爱情种子
也在萌生。

紧张的援鄂日子里，张敏一直没
能有时间再去联系那个帅气的男
孩。去年3月17日，扬州医疗队负责
的病区患者全部清零，所有人员原地
待命，而这一天，新疆援鄂医疗队将
先于扬州援鄂医疗队撤离武汉。得
知消息的张敏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她
径直登上新疆医疗队前往机场的大
巴车，“再不找到他就没有机会了。”
张敏请一名新疆医疗队医务人员留
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请他帮忙联络
上李梦鸽。

“缘”来妙不可言，就在李梦鸽登
机前，张敏和他通过微信互加了好
友，从此跨越四千公里谈起了“网
恋”。而经过几个月的微信来往，李
梦鸽也对这位扬州姑娘心生情愫。
此后，两个人正式确立了情侣关系。

李梦鸽回新疆后，又继续在当地
参加了抗疫战斗，他还将自己和张敏
的名字一起写在防护服上，隔空向张
敏表达爱意。经过一年的相处，今年
3月17日，两人在扬州登记结婚，这
是李梦鸽去年撤离武汉的时间，更是

他们姻缘开启的时间。
新婚燕尔的张敏和李梦鸽近日

还一同赴“樱花之约”，再回武汉重温
了那段刻苦铭心的岁月，回味属于他
俩的那段浪漫旅程。

汤佳 张晨/文 闵勇/摄

江苏新疆“援鄂战士”喜结连理

□ 本报记者 李源 李鑫津
实习生 沈晶明
通讯员 冷嫦娥 张兆峰 严宝伶

“你看我这大棚里，这一颗葡萄树
算下来，每季就有八千多的毛收入！”3
月18日，在扬州邗江区蒋王街道的都
市农业产业园，占地百亩的贵人果园有
些特别，别人家总希望农作物的产量越
高越好，而她家的钢架大棚里，每颗葡
萄树占地面积足足有50个平方米。“我
们这个密度是常规种植的十分之一，不
仅间距大，每个葡萄藤只留了两个分
岔，我们对于挂果也有要求，同样的阳
光玫瑰，别人家每串两斤往上跑，我们
会控制在500克到750克，亩产不过两
千斤。”农场主王凤表示，品质是我们搞
都市农业的生命线。

这些挂果后整齐成一条线的葡萄
也为贵人果园赢得了扬州“蒋王杯”优
质葡萄评比金奖，顶着金奖的招牌，贵
人果园的阳光玫瑰去年卖出了40元一

斤的高价，比周边的农户的高出两三
倍。作为党员，王凤始终走在创新前
沿，把新思想、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打
造出一条靓丽的“都市果园”风景线。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新。走
在贵人果园中，总是能不期而遇各种技
术创新和奇思妙想。台湾的火龙果、进
口品种的葡萄，如白罗沙里奥、甜蜜蓝宝
石、引进的新品种苏翠梨、翠冠梨等。
2017年起，与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
学院凌裕平副教授联合试验冬季反季
节葡萄，立体西瓜与有机稻米轮作模式，
设施架下葡萄与草莓共生模式等，先后
承担省级农业科技示范项目4项。历经
5年时间，果园种植、销售的水果品种从
一到多，百花齐放，产值也逐年增加。

都市农业的瓶颈是土地，但临近城
市的优势也很明显，在有限的土地面积
上做出更多的花样，果园才更有生命
力。王凤表示，都市果园必须要有七十
二变的本领，才能利用好毗邻市区的优
势，我们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接二连三”

的发展思路，既要做好附加值高的农产
品加工，更要拓展现代服务，让城市人
走进果园，体验现代农业的魅力。

“时下正是种瓜种树的好时期，小
朋友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亲身实
践，春季，栽下一颗小小西瓜苗，6月下
旬就能收获一个可爱的大西瓜。让他
们真正体会‘春栽一棵苗，夏收一个瓜’
的乐趣。”王凤表示，这样的活动，在农
场里一年四季不断，“新栽果苗认养活
动”“爱TA就送TA一棵亲情果树”“栽
苗节之我和小苗共成长”，这些既有创
意，又有效益的活动，正在成为不少市
区居民的休闲新潮流。

去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王凤对
“森林课堂”活动的参与方式进行了改
动。所有瓜苗、树苗认养只接受网上预
订，不再接待现场栽培，然后由果园员
工代为栽培，并为每颗幼苗挂上临时号
牌，认养者可以通过微信实时查看西瓜
苗生长情况。

“最近我打算把这边的黄桃树全部

淘汰，改造智能玻璃温室，引进杨梅、冬
季反季节葡萄、高端盆景花卉等。”王凤
表示，只有不停的变才是最安全的生存
策略，一旦我的新品种大家都种了，基
本都会选择马上变，农业也需要引领潮
流的人，也只有站在创新的前端，才能
品尝到高效的果实。

正是在王凤这种求新求变的思路，
这些年，农场先后获得了国家农业部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扬州市双创十佳结构
调整典型、扬州市“十佳”优质果品等荣
誉。“这不是仅仅靠我一个人就能做到
的，我们果园里的工作人员也功不可
没。”原来，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周围的
村民，“乡里乡邻，大家知根知底，既能
帮助大家就业，也让我收获了一批得力
干将，一举两得。”

跳出农业做农业，抓住机遇成就时
代能人。五年前，王凤响应创业号召，
辞职回到家乡悦来村，创办果园。五年
后，她继续发挥“我是党员，我带头”的
精神走在当地乡村振兴前列。

党员引领都市农业创新潮

看“贵人果园”如何七十二变

本报讯（邗市管 李鑫津 李源）
近日，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邗
江区机械行业协会等298家单位相继
收到项目“红包”。这些“红包”是邗江
区市场监管局向上级财政部门争取的
质量、知识产权发展等项目奖励资金，
总额达803万余元。

2020年以来，邗江市场监管局
不断深化“质量强区”战略，持续推
进助企惠民政策落实，提高经济质
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在优化营商
环境、助推产业发展上展现了新作
为。邗江市场监管局积极培育、申
报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帮助
迈安德集团荣获2020年“省长质量
奖提名奖”。帮助江苏虎豹集团有限

公司荣获第十届“市长质量奖”。助
推扬州漆器厂“点螺类扬州漆器”入
选“江苏精品”。助力江苏省华扬太
阳能有限公司、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和江苏罗思韦尔电气有限公司等3
家企业分别获得省工业企业质量信
用3A、2A等级。

邗江区市场监管局服务地方高
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2020 年，实现商标注册申请 1266
件，其中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申请
12件，发明专利授权184件，PCT国
际专利申请29件。全区现有驰名商
标10件，地理标志1件，有效发明专
利1321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25.57件。

邗江市场监管局推进助企惠民政策落实

298家单位获803万元“红包”

本报讯（艾红涛 张晨）3月20
日，宝应县山阳镇召开的工业发展暨
招商引资大会上，全镇纳税10强企
业、培育型企业、创新型企业纷纷受
到表彰。打造工业强镇，山阳镇今年
出台一系列服务文件，全力保障发展
要素，全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
好环境。

山阳镇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去年
工业经济实力稳居全县前列。据介绍，
今年，山阳镇将在扩能补链上求突破，
围绕羽绒产业，该镇将推进宝亿家纺、
方翔羽绒等重大项目的开工，落实富
安娜电商智能物流园和祉新家纺外资
项目；围绕绳缆行业，将加速推进神龙
绳业与中远海运的央企合作项目。

为鼓励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该镇
将在主要领导实行AB角招商和驻点
招商基础上，再聘请10名企业家为招
商大使。同时充分利用园区“双创”服
务中心、羽绒产业技术研究院、城西
创业园等配套功能设施，打造招商“引
力场”。

山阳镇纪检部门负责人表示，为
强化帮办服务，该镇党政班子成员每
人挂钩联系一个重点企业、重点项目，
定期开展督查会办，纪检部门负责常
态化开展项目推进督查，根据项目进
展适时下发提醒单、交办单和通报，推
进项目进度，全力提升各项工作效能，
促进形成党员干部廉洁高效抓项目推
进的服务氛围。

宝应县山阳镇：

聚焦营商环境 打造工业强镇

本报讯（邗萱 汪滢）机关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如何处理与民营企业
的关系？邗江给出了“尺度”。该区
近日建立了公职人员涉企行为正面
清单和负面清单。通过开列“正面清
单”倡导“主动服务”，开列“负面清
单”划出“纪律红线”，敦促公职人员
堂堂正正走进企业，干干净净与企业
家接触交往。

邗江区出台的公职人员涉企行
为正、负面清单共计12条，着力解决
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营
商环境由“1.0”向“2.0”升级迭代。根
据正面清单，邗江区鼓励各镇、街道、
园区及区级机关相关部门和公职人
员根据本地区、本领域产业发展规
划、企业项目实际需求等，主动组织
服务活动，并且公职人员要积极参加
企业、商（协)会组织的旨在推动产业
招商、企业发展等方面的经贸交流、
座谈、项目调研等活动；负面清单明
确了公职人员在企业发展遇到难题

时，严禁为官不为、懒政怠政，不得以
政策法规、职责权限等为借口对企业
的困难无视漠视等，在涉企服务过程
中分别划定了红线和底线。

在明确纪律红线上，清单要求公
职人员参加或组织正面清单所列活动
时，要严格遵守会议、住宿、交通等公
务管理有关规定，不得向企业或商
（协）会转嫁应由所在单位承担的费用
支出，不得出入私人会所、营利性陪侍
场所、“一桌餐”场所等，不得组织、参
与无关的娱乐性活动；在强化容错纠
错上，针对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等政商
交往过程中因积极履职、出于公心而
出现的失误或问题，强化容错纠错机
制的运用，营造支持改革、宽容失败、
鼓励担当的良好氛围；对不履行或不
正确履行职责，服务企业“庸懒散软
拖”，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不廉
洁用权、搞权钱交易等违规违纪违法
行为，坚持“零容忍”，依规依纪依法严
肃问责查处。

邗江出台公职人员
涉企行为“正负面清单”

本报讯（邮萱 李鑫津）近日，
2021江苏·高邮（北京）光储充产业发
展规划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与会领
导、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谋光储充
产业发展规划。

近年来，高邮抢抓新能源产业
发展机遇，在国内率先提出并打造

“光伏+储能+充电”的光储充产业。
去年5月，高邮经济开发区聘请国内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权威智库——工

信部赛迪研究院编制光储充产业发
展规划，规划建设 10000 亩的光储
充产业园。

如今，高邮光储充产业园已成功
获批江苏省特色创新（产业）示范园
区，成为江苏省唯一省级光储充产业
园，拥有规模以上企业30家，累计培
植光储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建
成省级光储充企业院士工作站2家、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家等。

“光储充”为高邮高质量发展
“蓄电赋能”

本报讯 （李源 李鑫津 裴雨）
“25万个公共安全‘摄像头’亟待厘清
安装、使用、查询的边界，扬州也是全
省较早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的
城市。”3月19日，扬州市公安局举行
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公共安全视频图
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将从4月12日
起实施。

“我市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
系统建设工作十分重视，截至目前，
全市已初步建成公共视频系统监控
网络，摄像机已达25万余台，被广泛
应用在社会管理各个领域，在维护社
会秩序、预防打击犯罪、创新社会治
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扬州市
公安局副局长周晖介绍，由于缺乏统
一的制度性规范，在没有上位法的情

况下，通过制定《办法》，规范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
维护、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提供规
范性制度保障，十分必要。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在使
用过程中采集了海量视频图像信息，
这些信息的安全不仅是群众关注的焦
点，也是《办法》规范的重点。记者看
到，《办法》明确了行政机关使用信息
资料的具体要求，以及特殊保护群体
走失申请查看权，其次是对基础信息
及视频图像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同时
明确了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维
护责任主体，以及公安机关监督检查
指导责任。对信息采集和留存时间作
出规定，采取授权管理、访问控制等措
施，保障信息的安全使用。

扬州为公共安全“摄像头”立规
厘清安装、使用、查询的边界

图为高邮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