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五旬村书记把苏南穷苦村变为“国家级生态村”

□夏燕燕 张 彪

身边的榜样身边的榜样

近期，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区“263”
办）工作组对部分地区进行环境问题督查，现将相关整改要
求公告如下：

整改要求

按照规范
做好工地
扬尘整治

按照规范
做好秸秆
禁烧工作

责任板块

度假区
（镇湖街道）
区住建局

度假区
（镇湖街道）

问题

太湖大道江苏广吴建设
园林有限公司杵山交通枢纽
项目工程，现场检查发现，场
地内车辆运输泥土产生大量
灰尘无任何防尘抑尘措施，施
工工地旁路面积灰尘，未发现
车辆冲洗设备。

太湖大道秀岸花园附近
的一片空地上有人燃烧稻草，
产生大量烟污染空气环境。

苏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263263263263””””环境问题曝光环境问题曝光环境问题曝光环境问题曝光（（第十五期第十五期））

市民可拨打苏州高新区环境监察大队18913199799（24
小时）、区“263”办68750415（工作时间）反映身边的环境问题。

苏州高新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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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陈峰）“今天有机
会接受心肺复苏的急救操作，
我才知道原来救人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近日，高新区实验
初中锦峰路校区的学生们参
与了“第一时间救援”大型公
益项目。远在1500公里外的
铜仁市交通学校，一场大型急
救讲座正在同步举行。

当天，“第一时间救援”第
二季校园行正式启动。该项
目由高新区团委与苏州科技
城医院联合发起。“第二季校
园行不仅会持续推进急救培
训，还将进行运动康复的现场
指导。除全区初高中外，还将
为高年级小学生进行培训。”

苏州科技城医院相关负责人
说。据悉，“第一时间救援”公
益科普项目已从校园延伸至
大院大所、企事业单位以及乡
镇街道，两年来累计走过 30
余站、培训近3000人。

一周前，高新区团委和铜
仁市万山区团委的十大合作
项目正式发布，“第一时间救
援”公益科普类品牌便是其中
之一。铜仁市万山区“第一时
间救援”项目由万山区团委主
办、万山区人民医院承办，移
植了高新区的该项公益科普
模式，旨在呼吁市民重视急救
知识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掌握
急救技能技巧。

推动全民学习急救技能
苏黔同启“第一时间救援”大型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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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根据
《苏州市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等有关
要求，市科技局、市科
协、市教育局组织专家
对“通安良仓”进行了综
合评审，将高新区通安
良仓农事体验教育基地
等 24 家单位命名为苏
州市第二十一批“科普
教育基地”。

据悉，“通安良仓”
坚持以现代生态高效农
业为产业总定位，以休
闲观光都市农业为建设
总目标。基地围绕农事
体验教育，在农业科普
开展方式上大胆创新，
充分发挥太湖水源地、
首批市级农业产业示范
园等资源优势，策划并开
展了一系列饶有趣味、别
开生面的农业科普活动。

图为稻米丰收季
节，高新区金通幼儿园
老师在田间为孩子们讲
解稻谷知识。

□通萱 文/摄

““““331331331331””””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专项整治 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高新区在行动

稻田上的课堂稻田上的课堂““开课开课””啦啦！！

苏报讯（叶旺盛 秦缘）车
库住人、开店经营会产生消防
安全、建筑安全和治安管理问
题。为进一步巩固“331”专项
整治行动效果，近日，浒墅关
镇、东渚街道等地开展了车库
整治“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
隐患回潮。

据统计，浒墅关镇前期对
惠丰花园片区车库、新浒花园
片区车库的整治已基本结束，
共整治车库出租住人 2689
户、车库开店483户，已完成整
治 3103 户，整改率 97.82%。
为巩固整治成果，近日，浒墅
关镇“331”专班、城管、派出
所、物业等部门联合对各小区
加大了昼夜巡查力度，及时发
现新增或封电后再次出租经

营、住人的违规车库43户，目
前都已进行封电处理。

近日，东渚街道“331”专
班排查发现龙景花园八区普
遍存在车库住人、自行搭建煤
气灶、杂物大量堆放的现象。
住户私拉乱接水电、私改线
路，而车库没有逃生通道，更
没有排烟窗口。经过工作人
员的多次劝导，最终涉及违规
的30家租户25家同意自行整
改。同时，对5家不同意搬离
的租户下发整改通知书，限其
在规定时间内搬离。

高新区多地的“331”专班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关注
车库住人问题，把安全隐患扼
杀在萌芽状态，为辖区居民营
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

“331”专项整治不停歇
高新区多地开展车库整治“回头看”

“作为一名村干部，一定
要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这就
是我的奋斗目标。”这是苏州
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党总支
部书记吴雪春作为一个村干
部的“初心”，也是他为之奋斗

的事业。在他的努力下，树山
村从苏南最穷苦的村落之一
蜕变成“国家级生态村”“全国
文明村”，全村农户年均收入
达 12 万元以上，人均年收入
超 4万元，全村农副产品收入
超过 5500 万元，村级集体经
济年收入超 800万元，是名副
其实的“康居新村”。

已经50岁的吴雪春，依旧
保持着早上班晚下班的习惯，
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都能在
村里看到他的身影，在他的心
里始终装着村民和村里的发
展。“我是一名有着 11年党龄
的党员，理应扛起党员的责任，
能够加入这个伟大的组织，我
感到光荣和骄傲。”吴雪春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04年，因树山村经济发
展落后，村两委班子不完善，通
安镇人民政府派5名工作人员
进驻树山村委工作。吴雪春从
林场调任树山村任民兵营长，
并和留任的副书记一起主持工
作。从那天起，吴雪春对树山
村的发展有了深深的责任感，
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更严格的

要求，同时对党有了更深的认
识并更加渴望加入党组织。4
月20日，吴雪春郑重地向党支
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
吴雪春还深入地反思了自己的
不足之处，为了更好地向党组
织靠拢，让党组织尽快吸纳自
己，吴雪春报考了重庆大学（专
科）函授班，努力学习，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和业务水平。

2005 年，在新农村建设
中，吴雪春带领全村工作人员，
成功完成了当时老大难的“改
水改厕”工作，把全村的厕所都
统一改成了三格式和五格式化
粪池。自此，树山村的脏乱差
问题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1
月，吴雪春顺利通过树山村全
体党员的表决，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当时我特别激动，深
感荣幸与自豪，心里暗暗发誓
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
党和人民奋斗终生，永不叛
党。”吴雪春表示。

吴雪春的付出村民都看在
眼里。2008年至2013年，吴雪
春连续两届被群众推选为村主
任，让全村人富起来一直是他
思索的问题。“全村近 400户、
1700多位村民，仅有耕地 1000
余亩,人均不到六分地。”吴雪
春回忆道，树山村临近太湖，远
离苏州主城，同时受制于山地

多、耕地少及太湖周边限制发
展工业等因素,村集体经济落
后，一度是苏南最穷苦的村落
之一。“当年家家户户种水稻，
由于山高坡陡,光送水上山就
是一项大工程，依靠种粮仅能
勉强填饱肚子。”

为了摘下贫困帽，当时的
村干部走出山村,四处“求医问
药”, 终于在一家农业科研机
构获知,树山村的自然条件适
合种植翠冠梨,于是决定将水
稻田改种梨树。然而，“去米种
梨”却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
对。“你是吃米长大的还是吃水
果长大的？”“你们这些干部净
瞎折腾。”……“作为土生土长
的树山人，被长辈们这么埋怨,
心里自然不好受。”吴雪春说，
但要脱贫致富就得背水一战，
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于是，
吴雪春就跑到田间地头和村民
谈心，了解村民的想法，打破他
们的顾虑。

后来，村里决定由村干部
带头,先改掉 400多亩水稻田
试种梨树。“梨树开花结果至
少要 3年，当时大家都十分忐
忑、煎熬。”吴雪春说，3年后梨
树丰收了，这时大家开始愁销
路，怎么把梨卖出去成为摆在
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看着
村民们跑去马路边、各个小区

门口卖梨，卖不起价格还经常
被城管赶，心里真不是滋味。”
于是，吴雪春抓住和苏高新集
团“村企共建”的机会，在 2008
年举办了第一届“树山梨花
节”，通过走农旅结合的方式，
打响树山村翠冠梨的品牌，让
大家来树山看看梨花、田里山
间转转。“通过梨花节打响树
山梨的品牌，梨的价格也从最
初的一斤 2元涨到了现在的 8
元。以前需要走出村口去卖
梨，现在是足不出户就卖完，
村民尝到了种梨的甜头，积极
性也更高了。”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除带领村民致富外，吴雪
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村民天
天都能在村里看到他的身影。
每年春节，他都会自掏腰包慰
问村里的困难党员，让他们感
受到组织的关心。对于村里面
的失足青年，吴雪春不抛弃、不
放弃，对他们进行劝诫开导，并
给他们提供一些工作岗位，给
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在吴雪
春的带领下，2013年至今，树
山村先后获得苏州市“美丽村
庄”“康居乡村”“国家级生态
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
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荣
誉称号。

苏报讯（施为）近日，国家
开放大学铸造学院苏州兴业分
院 2019秋季开学典礼在高新
区企业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股
份”）举行，来自苏州兴业分院
的 2019秋季新生也正式开启
了铸造学院的求学时光。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
属的,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支
撑,办学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
乡,主要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
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铸造
学院是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铸
造协会联合创办的行业学院,
于 2013年 11月在北京挂牌成
立。铸造学院通过积极探索学
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一体化设
计、现代职业与继续教育相互

衔接、线上线下学习相互融通、
产业与教育融合的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旨在为铸造行业提供
学历教育和能力提升的渠道，
为行业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
才。

铸造学院苏州兴业分院是
经国家开放大学审核批准,设
置在苏州兴业股份公司内的学
习中心。2019年秋，共开设材
料成型与控制技术、模具设计
与制造、工商企业管理 3个专
科专业以及工商管理1个本科
专业。由东南大学、苏州大学
以及铸造行业多位技术专家组
成的教学团队开展理论和实践
教学，学生取得规定学分后，在
毕业时将获得由国家开放大学
颁发的毕业证书。

兴业股份成立于 1996年，
专注研发生产销售铸造功能新
材料，如铸造用呋喃树脂，配套
固化剂、铸造用涂料、铸造用陶
瓷过滤片、金属变质剂等 7大
系列共几百个品种，已为国内
外 1000多家铸造企业提供了
优质产品和个性化技术方案，
享有较高的市场信誉，曾先后
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
业”“铸造行业排头兵”等10余
个奖项。

公司主营产品冷芯盒树
脂、自硬呋喃树脂先后被授予
“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江苏
省重点新产品”“国家重点新产
品”等称号，并荣获江苏省科学
技术二等奖、中国铸造材料金

鼎奖等荣誉，国内市场占有率
分列冠亚军。数据显示，目前
兴业股份共获得授权专利 31
项，其中发明专利 26项，此外
还有15项专利正在申请授予。

作为成功在主板上市且专
注于研发、生产、销售铸造功能
新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兴业
股份拥有雄厚的办学实力和良
好的教学条件。兴业股份副总
经理王文浩介绍：“我们在企业
内打造了多媒体教室和专业机
房，供学生们参加网络学习和
面授课程。此外，还安排了专
职人员负责招生、管理、课程通
知、考试、监考等工作。”据了
解，在兴业学院毕业的优秀学
生可以直接在兴业股份进行实
习，实习优秀者将被聘用成为

正式员工。
一直以来，兴业股份依托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铸造功
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东
南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
学等高等院校保持着长期的校
企合作，不仅为优秀学子提供
了一线的实践机会，同时也吸
纳了和培养了一批批行业精英
和骨干力量。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兴业分院的教学软硬件条件，
聘请和引进更多的行业专家和
学者，把苏州兴业分院建设成
为国家开放大学铸造学院的标
杆型学院，为中国铸造行业源
源不断输入优质的应用型人
才。”王文浩表示。

助力培养行业优质应用型人才
国家开放大学铸造学院苏州兴业分院正式开学

苏报讯（顾洁琼）为满足
广大群众的购买需求，“双
11”当天，镇湖街道农林服务
中心携镇湖大米、贡山岛米、
马山黑米、马山鲜米，以网络
平台抢购与现场选购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双 11”优惠促销
活动。数据显示，当天线上线
下共售出4800斤大米。

当天0点抢购时间一到，
“镇湖农林服务中心”官微后
台购买信息不断，限量推出的
300 张折扣券瞬间被秒完。
促销现场也同样人气火爆，
“双 11”当天，工作人员贴心
准备了试吃体验，镇湖新米的
饭香四处弥漫。短短半小时，

一车大米就被抢购一空，镇湖
农林服务中心火速补来第二
批。并通过现场扫码关注公
众号的方式，确保大家以后随
时可以通过后台付款购买到
镇湖大米并进行集中配送。

此次活动中，除了已广为
人知的镇湖大米、贡山岛米、
马山黑米反响热烈，有机种植
的高品质马山鲜米也受到了
极大的关注与认可。马山鲜
米全程遵循有机种植模式，并
已取得一期有机转化证书，生
产过程中也不同于传统大米，
不仅全程靠阳光自然晾晒，碾
磨时更是采用了日本进口冷
鲜米机。

一天销售4800斤大米
镇湖街道链接“双11”大米销售火爆

吴雪春（右）和工作人员一
起查看树山翠冠梨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