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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党建+科技”融合创新——

绘就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沿江图景 “向二十大献礼”特别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为沿江所开
展党建＋科技服务创新，深入实施所村、
所企、所园对接，开展种业振兴等行动，强
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高水平绘就中国
式农业现代化沿江图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指明方向。”连日来，沿江所所长张一
峰、党委书记杨云斌等组织党员及科技工
作者热议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凝聚共识。

“党建＋科技”引擎助力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在二十
大江苏代表团农业转型发展发言，道出了
我们的心声。我站党建＋科技引擎助力，
正奋力实现科技服务由副业向主业、科技
服务人员由兼职向专职、科技服务由游击
战向阵地战三大转变，努力探索中国式农
业现代化之路。”沿江所副所长、海门亚夫
科技服务工作站站长刘建倍感振奋。

早从2020年设工作站伊始，沿江所就
与海门农业农村局联手，推进所村对接，

党建全程融入，沿江所与各地着力共铸乡
村振兴“党建+科技”引擎，创建“三联两同
步一融合”所村党建共建模式。“三联”是
指联办主题党日、联创科技板样、联结互
学对子；“两同步”是指政治素质与业务能
力同步提升，学科发展与产业兴旺同步推
进；“一融合”是指推进所村党建与乡村振
兴深度融合。

这为刘水东、顾拥建等专家担任亚夫
科技特派员提供强大助力。特派员们精
准服务海门优势特色产业、农业科技园
区、农产品公共服务品牌，激活海门鲜食
玉米、特色蔬菜、食味水稻优势资源，构建
服务全产业链亚夫科技服务体系。自与
保民村共建以来，沿江农科所全程参与该
村新型合作农场稻麦种植的技术指导、科
技培训和产业发展方案制订，驻点跑点科
技服务达60多人次，围绕稻麦生产培训农
民 100多人次，帮助建立了悦来镇保民村
稻麦科技示范基地，示范推广稻麦新品种
6个，集成示范绿色增效模式及其技术 8
项。同时参与建设该村省级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试点项目。

所园对接，助力海门省级农业示范园

区提档升级，提升园区蔬菜主导产业标准
化生产水平，在蔬菜与鲜食玉米轮作、秸
秆还田、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产
品研发、品牌提升等方面集聚资源，力争
全区主导产业覆盖率80%以上，农业废弃
物处置率 100%，提升园区公司工厂化育
苗水平，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提升产能10%
以上；强化工厂化育苗技术研发，在品种
抗性、成活率等方面提高10%以上。

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党建＋科技”引擎发力，所村、所企、
所园对接，岂止海门？如皋市白蒲镇合兴
村、如东县曹埠镇直港村等地，“最后一公
里”难题层层破解。大麦极品“江苏元
麦”，是当今大健康产业降糖降脂的热
点。沿江所与如皋市白蒲镇合兴村建立
紧密型科技合作关系，协助该村围绕特色
杂粮“元麦”开发，注册“梓韵”商标，通过
上海、南京等地名特农产品展，以及网店
销售，形成从种植、加工、销售，到新品种、
新模式应用、高附加值产品研发的完整产
业链。

如东县曹埠镇直港村，享有“草甸土”
独特土壤优势，适合高档优质稻米的种
植，为了加速推进该村优质稻米产业快速
发展，沿江农科所围绕“草甸土”优质稻米
标准化种植及其高值化开发，组织科技人
员在该村设置专题试验，并开展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示范验证，让南通好大米
品牌持续叫响大上海。

通州湾三余镇海防村作为市领导的
联系对接村，在水稻种植方面缺乏生产经
验，沿江农科所多次组织稻麦栽培、病虫
草害防治等方面的专家赴海防村进行实
地指导，根据田间长势实时给出补救、优
化管理方案，加强田间管理，助力水稻丰
收，并且部署落实下茬麦子种植规划，让
村里找到了技术靠山，吃了定心丸。

面向地方农业重大需求找差距，沿江
所“党建＋科技＋保险”引擎，助推要素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变革事业发展方式
助力。8月 30日，在市财政局、农业农村
局和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大力推动下，沿
江所与人保财险南通分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探索党建+科技+保险服务三农新

模式，助力高质量发展。市财政局副局
长、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组长姚静等出
席。她指出，党建＋科技+金融跨界融合，
人保财险发挥经营农业保险的行业优势，
搜集、整理农业生产数据，为农科所科研
项目提供数据支持、保险保障和融资服
务。沿江农科所则将发挥农业技术优势，
为人保财险的农业保险产品开发、理赔定
损和防灾防损等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
持，探索建立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治理需
求的保险保障体系，搭建为农服务新平
台，更好实现科技减损减灾。

打通蔬菜种源“卡脖子”堵点

“沿江所第二党支部所村对接，长期
定点驻扎，实地为我们打通蔬菜种源卡脖
子堵点，为我们走人无我有的特色蔬菜之
路提供了技术支撑。”24日，如皋磨头丁冒
村，金旺农场主王小龙隆重介绍。

支部书记、蔬菜研究室副主任程玉静
介绍，解决蔬菜种源“卡脖子”的难题，就
是要注重发挥地方产业的优势，让南通地
方特色蔬菜“特”起来。水果紫芦笋、野蒲
芹、枸杞叶、马兰头……走进金旺农场，30
多种蔬菜新品种在刚刚流转的500亩土地
上竞相生长，连空气中都飘散着刚刚采
摘、打捆包装、集中装车发往上海的芹菜
的清香。

南通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域优势，孕
育了如皋黑塌菜、白萝卜、蘘荷、香堂芋、
黄芽菜、扁豆等很多特色蔬菜，古老的农
家品种蕴含着丰富的抗逆和优质基因资
源，这些优异基因提升了作物品质和抗逆
性。运用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智造
技术，充分挖掘、利用好这些优异的基因
资源，有效夯实了南通特色蔬菜种业发
展、新品种选育的材料基础。程玉静说，
所村结对双得益，依托优异种质资源和前
沿、高新技术，培育特色蔬菜品种，金旺为
沿江农科所提供了良好的创新与服务平
台。

农作物品质要提升、产量要突破，解
决种源“卡脖子”是关键。当前，还存在种
质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打好种业“翻身
仗”，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与利用是前
提。去年以来，沿江农科所与各县市农业

部门联手，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行
动，征集 83条南通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名
录，力求深度发掘重要性状基因及其有利
变异，重点开展系统生物学基础研究、解
析关键性状的调控网络，为包括特色蔬菜
在内的农作物多靶标性状协同改良提供
理论和实践依据。

种源兴，市场旺。沿江农科所第二党
支部精准把脉如皋，与九华镇杨码村党总
支委员会开展支部共建活动，展示“通豆
6号鲜食大豆”等品种，示范应用鲜食豆
类、玉米、黑塌菜、香堂芋标准化生产技
术，集成推广“鲜食豌豆+黑塌菜”“鲜食蚕
豆+黑塌菜+鲜食大豆”等高效种植模式，
展示品种、推广技术、集成模式均取得显
著成效，实现亩效益 2000元以上。“党建+
科技”的杨码村共建模式，正在成为如皋
特色蔬菜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典样本。

“党建+科技”融合创新，如水银泻地，
无所不在。今年，沿江所不仅与南通市崇
川区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天生港镇街道国
庆村党委、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党支部、幸
福社区党总支、文俊村社区党总支等，搭
建交流新平台，还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
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党总支签约共建。有
效传承“亚夫”精神，融合党建创新推进，

“党员先锋队”、“党员示范岗”创建，处处
可见“攻坚有我”精彩亮相。现代化美丽
沿江所，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沿江图景中
豁然呈现。

·王奎山 陈满峰 施晔·

本报讯 （通讯员高松 记者
陈嘉仪）“今年秋天平均气温较
高，总体偏干，大家种植莴苣时要
做好保湿控温，还要注意灰霉病
的防治……”昨日，耀红家庭农场
的农民田间学校再次开班了。
蔬菜大棚里，农场主张耀红边示
范，边讲解，现场传授自己的种
植技术。

耀红家庭农场以种植蔬菜见
长，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他们领
办的农民田间学校有实训基地，学
员们可以边学边干。山东人徐建

国去年到下原镇承包了 300亩地，
种植效果不佳，最后还是张耀红帮
他找到了原因，今年改变种植模式
后，很快扭亏为盈。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力军。近
年来，如皋以农民田间学校建设为
抓手，培养高素质农民，助推乡村
全面振兴。如皋市已建成9所农民
田间学校，其中3所为省级学校，内
容涵盖蔬菜、稻麦、花木、渔业、蚕
桑、畜禽、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物
联网等多个方面。

花名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

打培育体积小、养护方便、价格亲
民的小微盆景。他们领办的农民
田间学校，从如何蟠扎盆景、如何
养护盆景讲起，讲到如何拍摄短
视频，如何通过网络营销，让学员
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在生产过程
中操作，带动了一批小微盆景“新
农人”。“一点带起一片、一个凝聚
一群”，如今仅如城街道夏庄社区
一个社区就发展农户 60多家，小
微盆景近千亩，他们与花名堂形
成“公司﹢农户”的模式，又增加了
生产合力。

农民田间学校是省农广校系
统一个培训阵地的有益补充，看
得见、摸得着的培训更容易接
受。华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农
机智能化水平在南通走在前列，
他们领办的农民田间学校每年
都会引来众多农机手参加培训，
无人植保机、侧深施肥插秧机、
蔬菜移栽机、精密播种机等各
类特色农机作业演示，起到典型
示范作用，如今很多先进农机已
经在如皋大地上“先行一步”，广
泛应用了起来。

本报讯 （记者赵勇进 通讯
员刘文奇 吴晓华）26日，海安保
税物流中心迎来了西班牙的 25
吨猪肉制品，这是海安进境肉类
指定监管场地完成的首单交易。
该批货物从巴塞罗那港装箱装
船，通过阿勒达伊尔国际货轮起
运，到达张家港港口报关后转运
至海安保税物流中心，之后进行
清关交给客户。

2020年 10月 14日，海安进境
肉类指定监管场地获海关总署批
准设立，2021年 5月 20日通过验
收，从此，海安结束进口肉类全部
通过其他口岸“转口交易”的历史，

填补了苏中地区冷链市场空白，标
志着海安保税物流平台的发展进
入一个新的起点。

目前，海安保税区通过实地考
察，与 10多家肉类进口企业签订
战略框架协议，与西班牙帕特尔公
司、巴西 jbs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首单交易的成功，为海安打通国
际贸易通道，形成肉类及副产品
原料在海安保税的贸易、仓储、物
流集散，建立冷链物流基地增强
了信心，也为推动海安成为上海
冷链产品的“大冰箱”、为推进长
三角冷链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增添了动力。

本报讯 （记者冯启榕 龚秋
瑾）昨日，记者从市老龄办获悉，今
年我市有 4个社区（村）被命名为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截
至目前，我市共有 8个社区建成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我市此次上榜“2022年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名单的 4个
社区分别是：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朝
晖社区、如东县曹埠镇上漫社区、
启东市海复镇安东村、海安市海安
街道旺池社区。今年以来，市老龄
办在全市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创建工作，推荐申报的 4

个社区，严格按照有关标准，从老
年人的居住环境、出行设施、社区
服务、社会参与、孝亲敬老、科技助
老、管理保障 7个方面进行全方位
巩固提高，最终通过省卫健委、国
家卫健委审核，入选“全国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

市老龄办将深入宣传推广
2022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的典型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引领城乡社区不断推进为老
服务的软硬件建设，努力提升老年
人在社区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日前，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公布了 2022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377个产品被正式
纳入名录，如东狼山鸡、狼山鸡蛋
榜上有名。

在位于如东洋口镇的如东县
狼山鸡种鸡场，一排排黑羽红冠
鸡排列整齐，或下蛋、或啄食，一
个个精气十足。今年是狼山鸡黑
羽鸡家系保种的第 13年，通过不
断提纯复壮，保持了狼山鸡遗传资

源的稳定。
如东县狼山鸡种鸡场成立于

1959年，2007年牵头成立狼山鸡
协会，设立品牌管理室，致力于如
东狼山鸡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与
发展工作，如今已建设成为一家从
事狼山鸡品种保护、良种推广、商
品鸡开发及深度加工的现代化、集
约化、规模化的全产业链种鸡场，
年出栏狼山鸡 20多万羽，先后创
建成为国家和省级狼山鸡保种场、
江苏特色优势种苗中心等。

安检将持续至后年4月

大众燃气提醒
表前部分维修免费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朱余
水）28日，记者从大众燃气公司了解到，
我市第七轮民用户内燃气安检工作于
7月份启动以来，目前已安检7.5万户，
本轮安检周期将持续至2024年4月。

此次燃气安检内容包括燃气表锈
蚀、开关异常、改变厨房用途、擅自改
动户内设施、表前漏气等。大众燃气
管道分公司安检班班长高晓红介绍，
从安检统计的数据看，不少居民客户
家中的燃气设施都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的安全隐患集中在热水器接头、开
关漏气；胶管老化等方面。对于检查
出的表前漏气做到现场报修；表损坏、
表前阀门无法正常开关等隐患，客户
未及时报修的，大众燃气公司将安排
专人及时跟进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表前漏气和表损坏维修率达到100%。

大众燃气公司友情提醒居民，所
有安检人员都穿戴有“南通大众燃气”
字样的工作服、工作证，入户前请仔细
辨别。此外，表前部分维修一律由大
众燃气免费维修；表后部分，安检人员
会检查并告知是否需要维修，用户可
委托大众燃气服务，但需承担相应费
用，如有任何燃气问题，可拨打大众燃
气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85516838。

技能培训要实战 实战训练到地头

如皋9所田间学校育出新农人

海安保税区完成首单进境肉类交易
填补苏中地区冷链市场空白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公布

朝晖等4个社区（村）上榜

如东狼山鸡、狼山鸡蛋入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昨日，孩子们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捡拾稻穂。当天，海安城南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到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开展
拾稻穗活动，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珍惜粮食、厉行节约的好习惯。 向中林摄

粒粒皆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