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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如皋市长江镇长
青社区长生风情园，一股淡淡果香萦
绕鼻尖。来自市区的周女士一家兴致
勃勃地采摘着日川水蜜桃。“这里离市
区不远，开车过来30多分钟，金岛生态
园、长江药用植物园也在附近，趁着周
末看美景、品水果，太享受了。”周女士
乐滋滋地说，过会儿大家还得去尝尝
有名的长青沙西瓜。

长青社区地处长青沙岛东部，南
北邻长江，东邻通州五接镇，西部与良
种场接壤。近年来，长青社区整合独
特的地理及自然资源优势，聚焦生态、
文化旅游联动发展，大胆谋划、高效推
进、精雕细琢，以生态旅游“引路”，为
乡村振兴加速，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
业发展转型升级、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持续攀升。

从长生风情园沿着环岛东路行往
金岛生态园方向，柏油路面平坦开阔、
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红色的
公益广告牌点缀其间，潜移默化地传
播文明理念、弘扬文明新风尚。漫步
在长青社区，以前干涸狭窄的小河成
了水清鱼灵的生态河道，泥泞弯曲的
农村小路成了花木成荫的“四好农
路”，就连闲置的荒地也华丽转变为乡
村农产品产销中心、百姓大舞台、村民
活动中心。

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关键点。近年来，
长青社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深入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加大改

厕力度，确保改一户、建一户、成一户、
用一户；大力清理拦河网具、水面圈养
家禽、恶性水生植物，对破落建筑进行
搬迁，改变社区乱堆乱放乱象，并开展

“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自己的家园自
己管护”和“美丽庭院”评比活动，通过
广泛宣传发动、以奖代补等方式，调动
广大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觉
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打造“水清、
岸绿、人和”的“美丽长青”。

通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推动乡

村人文风貌改变，美化乡村环境，提
升乡村整体素质，长青社区着力发展
乡村旅游，并将旅游嫁接延伸入乡
村，赋能农耕文明，让乡村旅游更添
田园野趣。

“来来来，这么热的天，吃一口长
青沙西瓜，消暑解渴。”在长青沙西瓜
种植基地，种植大户小杨向过往游客
卖力推荐起长青沙西瓜，“咱们长青沙
由于特殊的沙质土壤及气候，种植的
西瓜皮薄、肉脆、汁多还甜，大家快尝

尝，保证吃了还想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

础。长青社区依托天然的土地优势，
因地制宜建设长青沙西瓜、香瓜、枇
杷、水蜜桃等特色水果基地，既鼓了群
众的“钱袋子”，又通过举办特色水果
采摘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品尝、采摘，
以“果”为媒，蹚出一条“农业+旅游”

“农业+休闲”的乡村振兴新产业。
今年疫情期间，“书记直播带货”

的新路子更是让长青社区瓜果、永友
粮油“田雀”牌大豆油声名大噪，有效
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

生态乡村游“引路”，创新品牌效
应“拓路”，深化人文支撑“强路”，长青
社区将绿色生态的资源转化为经济发
展的真金白银，把乡村旅游与田园经
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让农村风景变
成了“钱景”，让百姓尽享产业福利。

“村里的环境美了，服务跟上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闻讯而来，我们的工作不
会丢，田里的东西也会更值钱！这笔账
怎么算怎么划算！”村民王大爷的笑容
里，透着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如今，长青社区 70%的农户已经
搬进了小区，超九成百姓在家门口吃
上了“旅游饭”“企业饭”，钱包鼓了，生
活富裕了，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长青社区党总支书记孙建华表示：“在
奔向美好生活的路上，长青人民，一个
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徐爱银
本报通讯员 宋邦军 王亮亮

本报讯（记者徐爱银 通讯员
赖小波）13日，通州区成立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党内关爱联盟，并正式启
用“新兴家园·骑行者服务总站”。

通州区委网信办、通州区教体
局、通州区公安局等 14家党内关爱
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围绕关爱身心
健康、优化服务阵地、开展安全教
育、组织技能培训等多方面，形成
了“她关爱·新业态新就业女性”暖

心行动、“一盔一带”安全教育、“户
外职工爱心驿站”建设等 18项关爱
项目。

联盟成立后，将以阵地载体联
建、优势资源联享、主题活动联办、
教育引导联抓的“四联”机制为主要
内容，结合各成员单位实际，构建全
覆盖关爱体系、建立全要素保障体
系、做优全方位激励体系，着力引导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基层治

理，让服务力量变成真正的基层社
会治理力量。

通州区首批“爱心驿站”地图上
线，相关爱心企业将为外卖小哥提供
10元爱心餐；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等群体的“新兴家园·骑行者服务
站”全面开放，精准对接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需求，提供政策咨询、心理疏
导、休憩放松等全方位的关心关爱和
服务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蔡梦玉 记者
陈嘉仪）上周，记者来到如皋市磨
头镇顾沈村的果香家庭农场，农场
主吴建正在果园里忙活着，桃子、
梨子、葡萄……农场的水果纷纷进
入成熟期，这让吴建在忙碌的同时
感受到了丰收的甜蜜。

“今年果子生长情况良好，不
仅口感更甜，产量也上去了，预计
能比去年增产 30%。”吴建一边忙
着安排工人采摘桃子，一边介绍着
园内水果的生长情况。这家成立
于 2018年的家庭农场，占地 100多
亩，主要经营休闲垂钓以及桃子、
梨子、葡萄种植 4大项目，综合年收
益约 500万元。

“起初我们不懂经营，在村支
书的带领下，我们去苏南学习，借
鉴人家特色种植的经验和方法。”

考虑到当地的土壤、光照、雨水和
种植条件，吴建决定种植桃子。“刚
开始种的品种比较单一，这导致桃
子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成熟，给采
摘、销售带来了问题。”多次尝试
后，吴建开始引进多品类的桃以及
梨、葡萄。目前，果香家庭农场同
时拥有多个品种的桃、梨以及葡
萄，成熟周期从每年的 5月持续到
10月。“多品类种植，既满足了市场
的需求，又延长了我们的销售周
期。”吴建说。

因为经营有道、舍得投入，并
且在种植技术上不断更新，果香家
庭农场的水果在周边形成了一定
的知名度，客户络绎不绝。

“我每年都会来他这里买桃
子，有时也会带朋友过来买。”顾客
宋德芬告诉记者。吴建说，除了像

宋德芬这样的固定客户外，农场的
水果销售以批发商订购、入园采摘
体验、展销处零售和微信群团购为
主，今后农场还将借助村内的销售
平台进一步拓展网络销售渠道。

顾沈村党总支书记周炜炜介绍
说，像果香家庭农场这样的特色农
场在顾沈村有 5 个，年总产值在
2000万元左右，能够带动周边 80多
户农户就业，人均年收入约 5 万
元。“为了进一步推动家庭农场的产
品销售，我们成立了农地合作社，在
此基础上申请了‘系鲜’商标。”

周炜炜表示，下一步顾沈村将
全力打造“系鲜”品牌，进一步提升
村内特色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文
化附加值。“此外，我们还计划打造
自己的直播间，通过网络直播推动
农产品销售。”

本报讯（通讯员袁华 杨谷生 记者卢兆欣）今后，启
东渔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渔业船员的培训和考试了。日
前，江苏渔港监督局和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签署了
《渔业船员考培基地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将在吕四港镇
增设江苏省渔业船员考试基地，基地为公益性质，服务于
全省渔业船员考试培训。

渔业船员从事出海捕捞作业，有着严格的技能安全
操作规范。启东是渔业生产强市，每年需要参加技能教
培考试升级的有300多人。此前这种培考需要到市区的
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一次往返就200公里，对船员来说有
诸多不便。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江苏渔港监督局将购置实操设备
投放于吕四考试基地，启东渔业船员技能教培考证从此在
家门口即可实现。“政府实事办到渔民心坎上了，我们今后
考证方便多了。”家住茅家港的船员彭银海说。

将省级渔业船员考试基地建到吕四渔港来，是启东市
农业农村局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关键举措。下一步，
江苏渔港监督局将围绕渔业船员的需求，加大培训频次，
提高培训质量，为渔船出海作业安全增添砝码。

本报讯（通讯员李孟杰 记者黄海）18日，启东市行
政审批局市场准入窗口人头攒动，“太好了！我们终于可
以正常合规地开展艺术培训了”。启东远方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江女士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变更后的新营业执
照，这是启东市校外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以来，首家

“证照齐全”的文化艺术类培训机构。
已开展 8年画室教学的顾女士抑制不住脸上的欣

喜，“今天非常高兴也拿到了艺术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
在暑假能为孩子们提供课外培训服务了”。该机构之前
顺利通过启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材料审核和现场验
收后，领取了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
见书，并顺利提交了办理营业执照的申请材料。

根据南通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明确分类审批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根据培训内容，由人社、体育、文广
旅、科技等部门，制定完善相应的设置标准和审批办法，
对职业技能、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进行审批。

本报讯（通讯员赵博文 张陆翔 记者黄天玲）“你
们太周到了，感谢大家上门为我办理优待证，让我少跑
路……”12日下午，海门区正余镇正基村 1组的王兰仙
家，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有的忙着核对资料、填
写表册，有的则耐心地选取角度、调整灯光采集老人的影
像信息，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手续，并直接在家开通
优待证。年过八旬的王兰仙，为“三属”人员，儿子早年在
部队因公牺牲，被评为烈士，老人面对工作人员的上门服
务，格外激动。

连日来，正余镇退役军人服务不断做实做细优待证
申办工作，针对行动不便及患有疾病的退役军人及其他
优抚对象，采取上门代办服务，将温暖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徐爱银）日前，南通市县（市、区）机关
党建观摩交流会在通州召开，《机关党组织建设标准化实
用指南》正式发布。

该指南以《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为遵循，围绕夯实工作基础、规范工作流程、突出操作
性和实效性，从党组织设置到“机关先锋”培树工程7个方
面进行了梳理汇总，拟采用视频动漫、指导手册、图文解读
等多种方式予以发布，切实以机关党建工作的标准化，引
领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在中心工作、重点工作中的作用发
挥，有力推进机关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通州区委高度重视机关党建工作，以增强机
关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深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提升为重
点，聚焦市级机关工委“机关党建‘江海领航’行动深化
年”主题要求，创新引领，真抓实干，全面推动机关党建高
质量发展。

增加机械作业频次
大公镇环卫工人防暑有方

本报讯（通讯员王玉军 储玲玲）连日
来，海安市大公镇多措并举做好环卫工人的
防暑降温工作。严格执行“做两头、歇中间”
的管理办法，气温超过 35℃时，严禁安排中
午时段作业。

同时，进一步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洒
水、降尘等作业力度和频次，减轻环卫工人
劳动强度；为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品，
同时就近开放纳凉点20余处。

如皋长青社区推进环境整治，美化村容村貌，继而发展文旅产业，鼓起村民口袋——

生态常青 沃土生金 省级渔业船员考试基地建到吕四港镇

渔民在家门口就能培训考试

“双减”后重新审核登记

启东核发首批艺培机构执照

《机关党组织建设标准化实用指南》发布

标准化推进机关党建

正余镇做实优待证申办工作

上门服务情暖“三属”家庭通州首批14家单位携手

18个项目关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如皋顾沈村发展特色种植，成立农地合作社

5个农场年总产值约2000万元

长生风情园内游客正在采摘水蜜桃。 宋邦军摄

通州区审计局开展专项审计

老旧小区改造再添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王璐 记者黄艳鸣）近日，通州区审

计局开展老旧小区改造专项审计，重点关注老旧小区改
造的立项审批、设计施工、质量效益等环节。

审计人员通过翻阅资料和现场走访相结合的方式，
了解项目申报、组织施工、资金管理等方面是否存在问
题。针对审计发现的部分小区改造后的停车位规划不合
理、部分片区工程进展缓慢等现象，相关责任主体高度重
视并联合多部门积极推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让
老旧小区改造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送上防暑降温用品
白甸镇慰问一线保洁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韦荣奎 鲁忠林）13日，
海安市白甸镇负责同志率队慰问高温一线保
洁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同时勉励保洁员
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防中暑的前提下，避开高
温时段，利用早晚时间收集和处置垃圾。

白甸镇拨付专项慰问资金，用来购买防
暑降温用品，发放到每位保洁员手中。

审计推动工程提效
小海界河整治基本完成清杂环节

本报讯（通讯员费新锋 记者黄艳鸣）
近日，通州区先锋街道在实施小海先锋界河
水环境整治项目过程中，组织村监委会对工
程前期准备、施工推进以及整治成果开展全
过程监督。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审计局在先锋街
道自然资源审计中发现存在部分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推进成效不明显，监督体系不够
完善等问题，审计建议“充分发挥基层村级
组织作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
先锋街道高度重视，落实边审边改，紧盯重
要环节，瞄准重点领域，开展精准监督。截
至目前，小海界河整治工程清杂环节已基
本完成。

审计人员现场勘查八角亭小区施工改造现场。

药用植物园水上民宿。 薛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