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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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向一心向““通途通途””
——记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记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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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山二号隧道实现右洞贯通

1万起存
4.25%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宜兴专属理财

5万起存
限购100万4.15%110天

预期最高收益率

新客户专享
募集期：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1日

1万起存117天 3.95%
87336260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预期最高收益率

沈建昨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

把党的温暖和关怀
传递到每一名党员身上

额度最高30万

优惠利率5.21%起

咨询电话：00510510--8076278980762789
广告

快速到账扫码申请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本报讯（记者赵 辉）近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关于
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草
皮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明确要求全市各地禁止在永久
基本农田上种植草皮等破坏耕
作层的植物。

为切实保护耕地，保障粮食
安全，按《通告》要求，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保护基本农田的义务，
并有权检举、控告侵占、破坏基
本农田的行为。永久基本农田
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草皮，对
耕地耕作层造成严重破坏，对种
植条件造成严重损坏，一经查实，
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
限期改正或治理，恢复种植条件；

逾期不改正的，将依法处以罚款，
标准为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
费一倍以上两倍以下；构成犯罪
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通告》明确，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检查，严
厉查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
草皮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宣传、指
导、服务，配合做好草皮种植整
治工作；各镇（街道）要履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职责，认真抓好违
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皮
问题整治，细化整治措施；各村
要坚决制止非法占用、出租、转
让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皮、破坏
耕地等违法行为，督促承包经营
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自觉保护和
合理利用耕地。

加强耕地保护 保障粮食安全

我市禁止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草皮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文 鲍祎珺/摄）“虽说在外面租
房住了3年，多有不便，但看到
现在建成的别墅，我打心眼里
高兴！”6月28日下午，在湖氵父
镇茶圣家园交付现场，该镇洑
西村村民詹根荣动情地说道。
当天，洑西村共有223位村民跟
詹根荣一样喜提新房，圆了“别

墅梦”。
詹根荣的“别墅梦”始于

2017年。那一年，总投资达80
亿元的雅达阳羡溪山项目在湖
氵父镇落地。当时，为了给发展
腾空间，洑西村200多户村民搬
离了原住址，并选址阳羡湖畔
安置新家。这个新家，便是配
套雅达拆迁安置、倾力打造的

茶圣家园。茶圣家园位于中
交·阳羡美庐、宜兴雅达·阳羡
溪山之间，可谓“建在宜兴阳羡
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区”的拆
迁安置项目。

据湖氵父镇村镇建设管理服
务所副所长张万秋介绍，从最
初的规划和定位，茶圣家园就
具有景区水准和水墨江南特
色。茶圣家园户型分为双拼、
联排两种，小区内不仅保留了
鱼塘、涧滩等原有自然风光，整
体建筑也统一建设为白墙粉
黛、小桥流水的水墨江南新中
式风格，每户还自带停车位和
小院。看着新房，今年65岁的
村民杜小凤忍不住拿出手机拍
了起来。“以前在村里，大家居
住的房子普遍建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老房子大多很破旧

了。现在看看眼前的别墅，大
气、整洁、高档，简直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对于新房，杜小凤
赞不绝口。

为了方便刚提房的村民快
速入住，交付现场还搭建了临
时服务区，水电气、物业等服务
单位纷纷入驻、现场办公。“都
是集中办理，不用我们操心，完
全免去了大家的后顾之忧。”正
在等候办理相关业务的王夕根
开心地说，茶圣家园正在打造新
中式生活商业水街，他的新房就
临近水街，等家里通好水电气
后，他准备将三层的别墅打造成
特色民宿。“湖氵父本来就是旅游
重镇，而茶圣家园作为镇里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今后肯定能
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对于
未来，王夕根充满信心。

图为沈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徐根荣。（记者 宋小康 摄）

村民现场办理水电气等业务村民现场办理水电气等业务

茶圣家园一景茶圣家园一景

本报讯（记者张 胤）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昨天，市委
书记沈建赴和桥镇，走访慰问部分
老党员、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
的温暖与关怀，并向全市广大党员
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当天上午，沈建一行来到位于
和桥镇劳动社区的老党员谢立珍家
中走访慰问。今年83岁的谢立珍，
是一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
在工作期间，她曾20余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退休
后，她依旧默默为社区居民服务。
疫情期间，她更是积极参与小区登
记测温等志愿服务，受到居民群众
的信任和爱戴。“现在退休金能领
多少？”“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
沈建与老人促膝交谈，仔细询问老
人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对老人
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参与社
区工作表示敬佩。沈建说，老党员
们久经考验、立场坚定，党性强、作
风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他叮嘱组织部和板块同志要多
关心老党员们的生活，切实为老人
们办实事、解难题，把党的关爱落到
实处。

困难党员徐根荣于1961年 8
月入党，是一名有着59年党龄的老

党员，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
员。其妻子去世50多年，他独自一
人抚养一儿三女。“党的生日快到
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来看望
您。”走进徐根荣家中，沈建拉着老
人的手，亲切地询问老人饮食起
居、身体状况。老人党性观念很
强，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在疫情防
控期间，积极主动到村道卡口参与
防控工作。沈建对老人无私奉献

的精神表示赞赏，并鼓励徐根荣要
树立信心，调理好身体，坚定战胜
困难的决心。

走访慰问中，沈建指出，在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
广大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在
党的领导下，披肝沥胆、呕心沥血，
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广大党员扛起

责任、冲锋在前，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
第一线高高飘扬。长期以来，注重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是我们党的政
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关心照顾好老
党员，尤其是生活困难党员的晚年
生活，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
责任。

沈建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
央和上级关于党内激励关怀帮扶
的部署要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传
递到每一名党员身上。要学习老
一辈共产党员身上的好品德、好作
风，继承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优
良作风，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不
断把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向前推
进。要认真落实好老党员、困难党
员相关帮扶政策，真正做到政治上
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切
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社
会形成尊重、爱护老党员、困难党
员的浓厚氛围。同时，他希望，广
大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要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模范作用，为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强富美高”
新宜兴、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领跑
者作出新贡献。

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助力渔民增收致富

“太湖2号”青虾
第一网喜获丰收

本报讯（记者赵 辉）“一、
二、三，一、二、三……”昨天凌
晨，天蒙蒙亮，养殖户们整齐而
响亮的号子声，响彻位于杨巷镇
镇龙村的丰盛家庭农场，首批

“太湖2号”青虾开始捕捞。
随着渔网不断收紧，原本平

静的水面荡起了阵阵涟漪。当
渔网合拢时，活力十足的青虾跳
出水面，溅起片片水花。打捞、
装桶、称重，经过120天的养殖，
第一网青虾喜获丰收：亩产60公
斤，平均规格100头/公斤，售价
40元/公斤。这也意味着，优质、
高产的淡水系“太湖2号”虾苗在
宜引育成功。

“新品种实现增收，让我倍
增动力！”年逾五旬的丰盛家庭
农场场主张正平，是杨巷镇远近
闻名的养殖大户。1992年，他承
包80多亩鱼塘从事水产养殖，并
逐步成为左右着当地水产品市
场的经纪人，常年挂钩养殖户
300余户，将地产鲜活水产品销
往上海、南京等城市。

2010 年起，在老张的引导
下，杨巷镇一批渔民逐步从事青
虾、螃蟹混养，且形成了养殖、运
输、销售相配套的产业链。不
过，由于大多数虾农养殖水平不
高、品种退化等原因，青虾个头
逐年变小，“产量上不去、价格卖
不动、效益低下”的问题逐渐凸
显，当地养虾业也亮起了“红
灯”。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今年
初，市农业农村局科学引进由中
国水产研究院培育的水产养殖
新品种——“太湖2号”青虾，并
依托张正平等一批水产养殖大
户示范带动，从而促进渔业转型
升级、渔民增收致富。

“‘太湖2号’相较于普通青

虾，生长速度快 30%，个头大
15%—20%，且抗病能力强，塘
口价比本地青虾高出 10元/公
斤。推广新品种，不仅要将品种
输送到第一线，更要因地制宜，
将良种与良法打包，把养殖技术
一并带到养殖户身边。”市水产
畜牧站站长毛颖说，只有良种、
良法的结合，增收的效果才会更
加显著。

“塘里的水草是否可以打
药？”“青虾与螃蟹什么时候喂食
会吃得比较好？”……每次跟张
正平等养殖示范户们座谈时，市
水产畜牧站的专家们都会面临
养殖示范户们抛出的一个又一
个问题。“能够将成果转化、技术
落地，让老百姓增收致富，这是
最让我们开心的。”毛颖说，为了
提高养殖户的整体养殖效益，市
水产畜牧站在学习周边地区先
进养殖技术的基础上，制定并发
布《宜兴市青虾池塘养殖技术规
程》《稻青虾综合种养技术规程》
等青虾养殖相关技术规程。在
疫情期间，还建立了相关微信
群，及时交流讨论青虾养殖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让“远水”
解“近渴”。

“在杨巷众多养殖户的见证
下，‘太湖2号’青虾第一网喜获
丰收！”毛颖说。目前，我市河蟹
养殖面积约17万亩，近年来随着
绿色环保养殖理念的推广，渔业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全市河蟹池
塘套养青虾面积发展至 4.5 万
亩。今年，我市在高塍、杨巷等
地建设“太湖2号”青虾养殖示范
点6个。在这批示范点的带动
下，全市青虾养殖产值有望进一
步提升，将从目前的4000余万元
突破5000万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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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阶段性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延长至年底

湖氵父223户村民喜圆“别墅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