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6 日上午，如皋

市吴窑镇红十字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前

通过民主推荐、组织审查，

产生 74 名各界代表出席

本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

吴窑镇红十字会第一届领

导机构，并听取和审议了

镇红十字会五年发展规

划。

镇党委书记张兵表

示，红十字事业是一项崇

高而伟大的事业，发展红

十字事业对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意义重大。希望各位代表

履职尽责，大力弘扬“人

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

神，积极为困难群众干实

事、办好事、做善事，推动

我镇红十字事业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努力构建

我镇红十字事业新格局，

为我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大会选

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镇红十字

会第一届理事会 9 名理事和第一

届监事会 3名监事。

会议决定聘请中共如皋市吴

窑镇党委书记张兵同志，中共如皋

市吴窑镇党委副书记、吴窑镇人民

政府镇长薛鹏飞同志为吴窑镇红

十字会名誉会长；聘请江苏江中集

团总裁沈锋同志，如皋市中如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可建同

志为吴窑镇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

镇党委副书记葛剑利同志当

选为镇红十字会会长，副镇长钱锦

锋同志当选为副会长，提名党群工

作局副局长顾琳颖同志为秘书长。

会议审议通过《吴窑镇红十字事业

2023—2027年发展规划（草案）》。

镇党委副书记、红十字会会长

葛剑利表示,她将忠实履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

红十字会章程》赋予的职责，在“党

政所需、群众所急、红会所能”的领

域，找准工作结合点和着力点，善

于运用协同合作的工作方式，整合

社会资源，打破自我循环，学会“借

船出海”，在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吴

窑进程中不断开创红十字事业的

新局面。

奋楫扬帆正当时，凝心聚力

谋新篇。全镇红十字工作者、会员、

志愿者将充分发扬“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团结拼搏，锐意

进取，扎实苦干，争创佳绩，为红十

字事业发展壮大竭尽所能、倾力奉

献，在努力实现“十四五”奋斗目

标、如皋高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

发展样板区实践中共同谱写更加

辉煌的新篇章! 魏洁

如皋市高新区（如城街道、城南街道）
举行 2022 年夏秋季新兵欢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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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如皋市高新区（如

城街道、城南街道）举行 2022 年夏

秋季新兵欢送大会。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如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城南

街道党工委书记储开平，如城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仲纪元，

城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丁飞，如城街道、城南街道全体专

武干部和 35 名新兵（含 2 名预备

兵员）参加会议。城南街道党工委委

员、人武部部长郭爱民主持会议。

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仲纪元，城南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丁飞分别宣读如

城街道、城南街道新兵名单。

城南街道新兵代表龚海强发

言。好男儿志在四方，部队是所大学

校，那里将成为我们施展才华的广

阔舞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

将由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成长为一

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

们将更好地把握机遇，加倍努力，在

军营中以一流的成绩向家乡人民汇

报，为家乡人民争光。

如城街道人武部部长邢向荣就

新兵起运前准备工作以及运送途中

注意事项进行辅导。不管部队纪律

有多严生活有多苦训练有多累，你

们一定都要坚持住，流血流汗不流

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相信你们一定

能够成功，一定能够在新兵连早日

完成民到兵的转变，成为一名真正

合格的中国军人。

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如城街

道党工委书记、城南街道党工委书

记储开平对新兵提出殷切希望。

一要端正入伍动机。时刻牢记

自己是高新区（如城街道、城南街

道）优秀儿女的代表，既要在行动上

入伍，也要在思想上入伍，用革命军

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履行保卫

祖国的义务。

二要有不怕吃苦的决心。要有

吃苦的思想准备，青年人好比一块

钢坯，不经高温冶炼，不经重锤敲打

是不能成才的。

三要培养自觉的纪律观念。时

刻绷紧纪律之弦，严格要求自己，一

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做到令行禁止。

四要搞好团结。军队是个大家

庭，只有搞好团结，才能在军事行动

中攻必克、守必固，取得最终战斗的

胜利。

五要努力学习。要认真学习政

治理论知识及军事业务技术，切实

提高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及军事素

养，早日成长为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合格军人。

魅力高新区 宣

如皋市白蒲镇：猕猴桃成熟上市尝鲜正当时
金果飘香季，喜获丰收时。走进

如皋市白蒲镇唐堡村猕猴桃园，一

根根藤蔓爬满棚架，一个个绿中泛

黄的猕猴桃挂满枝头，微风吹过，果

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还没成熟就接到了很多订单，

这几天要赶紧摘好送给顾客。”猕猴

桃园园主段秀芳利落地撕开猕猴桃

外包装的棕色纸袋，边采摘边说。

7年前，段秀芳家门前有一亩

地闲置，考虑到种植毛豆、花生、玉

米这些农作物经济收入低，而她老

家湖南正好有同学种植猕猴桃，她

便从湖南买了 120 棵猕猴桃树尝

试种植。种植的第一年，由于缺乏经

验，120棵树死了一半。后来段秀芳

远赴湖南“取经”，又自己看书学习、

上网查阅资料，经过 3 年时间的摸

索，段秀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专

家”，现在种出来的猕猴桃不仅品质

能得到顾客的肯定，而且收益也很

可观。“猕猴桃成熟初期是 15元一

斤，一亩地年产值15000 元左右。”

段秀芳乐呵呵地说。

段秀芳猕猴桃园的成功种植也

吸引了周边村民加入到种植中来，

“只要有人来询问种植技术，我都会

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今年，猕猴

桃园又新增了“金艳”品种，“我们家

的猕猴桃都是自然成熟的，不用除

草剂、不施化肥，希望能通过果园扩

种增加收入，也能让更多的游客体

验采摘的乐趣。”段秀芳介绍说。

红阳猕猴桃果实中大、整齐，果

肉红黄色，与传统绿色、黄色猕猴桃

相比，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高达

15. 5% 至 21. 5%，甜度更高，品质

优。

“我每年都来她家买猕猴桃，今

年虽然天气干旱个头没去年买的

大，但吃起来却更甜了，我准备多摘

一点，带回家给家人朋友尝尝！”带

着孩子前来采摘的游客王先生赞不

绝口。 钱春妮

万众一心乡村欣，万象更新产

业兴，如何才能更美更宜居？如皋市

城北街道万新村以实际行动给出了

响亮的回答：以“心”“新”之火，点燃

“兴村”之路。今年来，万新村党总支

以“勠力同心‘战高沙’，乡村振兴促

发展”作为党建书记项目，紧扣“建

设人民满意的和谐万新”总目标，发

挥党组织牵头抓总、协调各方的引

领作用，坚持“心”“新”两用，持续做

好人居环境提升，做优企业“娘家

人”服务，打造农产品加工特色，带

领全村人民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

子。

党建聚元气，让“心”点子造就

新环境

现在的万新村，如同一幅优美

的风景画。不远处，文化墙生动形

象、多彩朴实；公路两旁，路灯矗立，

植被葳蕤繁茂；河道里，水质清澈，

鱼水灵动；居民家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和谐地融入自然景观之中……

处处演绎着美丽乡村的田园梦想。

农村人居环境需要治理，更需

要长效管护。近年来，万新村党总支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网格员、保洁

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房前屋后、农村

道路两侧等重点区域的清洁整治工

作，越来越多的群众自发参与到人

居环境整治中来。同时还开展“美丽

庭院”评比，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使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整治略有成效。

万新村用“心”谋划，创“新”点子，形

成了“党员 + 小组长 + 村民”的人

居环境守护队，实施小组间“红黑

榜”积分竞赛，通过网格间互查互评

互纠，督促人居环境提升工作良性

循环，村容村貌显著提升，连续两季

入选如皋市人居环境红榜，村民幸

福指数直线上升。

党建强底气，让“心”服务促进

新集群

维记牛奶生产加工车间内，全

自动的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将一桶

桶本地生牛奶变成一杯杯包装精

美、口味丰富的香醇健康酸奶。维记

牛奶是香港老品牌，作为江苏省的

独家生产商，带动了 130 多名村民

再就业。近几年，万新村相继落户了

维记乳业、星百味、黑鱼水产、如皋

酒厂、溯源食品等项目，形成了以食

品加工为特色的产业新集群，这些

家门口的企业让百姓就业有了新选

择，也让全村形象有了新提升。

万新村坚持党建引领，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逐步实

现产业兴旺的路上，用心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问题，主动对接企业“上

门服务”，做好新型企业“娘家人”，

用实际行动服务企业、留住企业，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

党建鼓士气，让“心”创业创造

新生活

为进一步开展土地流转工作，

网格支部书记和微网格党小组长通

过入户走访、田间交流、大喇叭宣传

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详细摸底每

户土地位置、现状、种植情况。借助

每月的远程教育平台、广播宣传，邀

请技术人员给大家讲技术、作指导，

传授农业知识和技能，助力生产，推

动乡村振兴。“虽然我们这几个组没

拆迁，但是土地也都流转出去了，我

也承包了 10 多亩地用来种生态水

蜜桃，今年产量高、销路好，来年我

还准备扩大规模，向农家采摘发

展。”万新村村民包兵表示，村“两

委”的惠民政策给予了他们创业的

动力。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鼓励农民

创业，发展特色农业，活跃内循环，

在党员干部的引导下，村民还发展

起水稻种植、特种种植、特种养殖

等，为增产增收打下扎实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心”“新”

之火，可以振兴。让乡村人居环境渐

趋优化，让村级产业发展从输血到

多功能造血，从单打独斗到组合发

力，村民对产业致富越来越有盼头，

对幸福生活越来越有想头。一幅乡

村全面振兴的画卷正在万新大地徐

徐展开，这画卷,充满希望，令人振

奋，让人向往。 孙乐 朱宇家

如皋市城北街道万新村
勠力同心战“高沙”，乡村振兴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