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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可安香江”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香港国安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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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署名文章：
站在百年目标的门槛上

助推青年干部成长成才

宜兴、海门首次联办
青年干部培训班

额度最高30万

优惠利率5.2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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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 辉）近日，
中国人保财险宜兴支公司与市
金穗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签
订无锡辖区首单政策性水稻制
（繁）种种植保险，为金穗种业种
植的1510亩水稻繁种提供166.1
万元的风险保障。继普通粮食
水稻之后，高品质的水稻种子也
有了“保护伞”。

水稻种植保险作为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一种，在支农惠农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让广大
农户纷纷受益。去年年底，我市
积极贯彻省农险办文件精神，扩
大水稻类保险的标的范围，把水
稻制（繁）种种植保险纳入《宜兴
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
于今年开始实施。6月、7月是普
通水稻承保的集中期，市农业农
村局和人保财险宜兴支公司抓
住时机，积极排查区域内具备条
件的制（繁）种企业和农户、专业
合作社作为投保对象，并确定金
穗种业为首单政策性水稻制
（繁）种种植保险投保对象。

水稻制（繁）种是对通过审
定的品种，按照一定的繁育规程
扩大繁殖良种群体，使生产的种
苗保持一定纯度和优良品质。
高质量的生产用种能够有效减
免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增加产
量、节约用种，便于集中管理、培
育健壮秧苗。水稻制（繁）种种
植保险承担了水稻制（繁）种在
生长期间可能遇到的花期不遇、
穗上芽、隔离区割青、插花田处
理等生产风险，以及病虫害灾
害、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风

险。该保险险种的实施，为农业
生产第一线从事杂交水稻种子
生产与推广、种子经营的农户、
企业撑起了“第一把保护伞”。

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步
伐的加快，农业投入越来越大，
但非人力所能抗的自然灾害仍
经常给农户带来不同程度的损
失。过去，受灾后的农户只能陷
入无助与忧虑，尤其是一些设施
农业因灾受损后，不能得到及时
的经济补偿，难以迅速恢复生
产。为确保惠民、富农，自2007
年被确定为全国政策性农业保
险试点县市以来，我市积极构建
服务农业生产的“安全网”，重点
针对我市现代农业的生产特点，
创新农险思路，扩大保险领域，
提高覆盖面。尤其是近几年，在
原有的水稻、小麦、油菜等险种
的基础上，我市因地制宜新增了
大棚内蔬菜（瓜果）附加险、荷
（莲）藕、林木火灾等险种。

为把好事办好，我市还精心
织密农业保险网络。各镇均配
备专职农保人员，他们坚持做到

“深入村头、涉足田头、探首栏
头”，与镇村干部、农户共同查勘
现场、测产定损，确保做到在本
辖区内应保尽保。尤其是针对
高效农业投入大、收益高、风险
大，农户既想保又惜保的实际，
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宣传引导，
积极向上争取财政扶持。目前，
我市各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都
达保费的70%，尤其是能繁母猪
等可获省、无锡、宜兴三级财政
补贴高达保费总额的80%。

本报讯（记者倪 晶）6月30日
下午，“启航20、筑梦青干”宜兴·海
门青年干部联合培训班在市委党
校举行开班仪式。宜兴市委书记
沈建，海门市委副书记毛炜峰，宜
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余俊慧等
出席开班仪式。

沈建在开班仪式上指出，举办
青干班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
要举措，也是确保事业后继有人的
重要手段。这次青干班由宜兴、海
门两地联合举办，在宜兴尚属首
次。宜兴、海门两地的发展阶段、
发展路径相似，开展联合培训有利
于两地干部加强交流、加深沟通、
互促并进，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
竞相作为的氛围，达到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的效果，更好起到锻炼人

才、培养干部的目的。
围绕助推青年干部成长成

才，沈建指出，青年干部政治上坚
定不坚定、方向把得准不准，格局
的大小、定位的高低，往往决定未
来可以走多远、攀多高。广大青年
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深刻理解“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内涵实
质，做到思想上高度认同、信念上
清醒坚定、行动上自觉遵循，把个
人成长成才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
的大我之中；要认清大势、把握全
局，从宜兴、海门发展阶段、实际
情况出发，在围绕中心、服务全局
中体现作为、建功立业；要把严守
规矩、服从原则作为基本准则，在
实践中自觉锤炼党性，早日成为

政治定力强、思想觉悟高的成熟
党员干部。

沈建要求，广大青年干部要
拿出年轻人特有的朝气、锐气，发
扬敢闯敢试、拼搏向上的精神，在
困难挑战中，升华自己的精神、意
志和能力，提高干事创业、履职尽
责的本领，通过摔打磨练加快成
长成熟，加快成为干部队伍的“中
流砥柱”。要树牢为人民服务的
意识，增强见微知著的本领，保持
虚心好学的态度，善于把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
众优势转化成工作优势，不断提
高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
的能力水平。要筑牢思想防线，
用纪律规矩绘好人生底色，扣好
为官从政的第一粒纽扣，从严从

实要求自己，真正规范自己的言
行、净化社交圈和关系网，任何时
候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
得住清白。

沈建强调，青年干部培训班
历来是纪律严格、锤炼学员的“练
兵场”。广大学员要充分发扬刻
苦学习、严守纪律、拼搏进取的好
传统、好作风，坚决克服怕苦思
想、戒掉浮躁心理，处理好工学矛
盾，加快适应“全封闭、全过程、全
自主”的管理模式，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完成培训任务，向组织交上
满意答卷。

开班仪式上，余俊慧介绍了宜
兴的基本情况，毛炜峰为联合培训
班授旗，两地学员代表作表态发
言，培训学员领取了赠阅书籍。

为高品质水稻种子撑起“保护伞”

无锡地区首个政策性
水稻制（繁）种险在宜开单

本报讯（记者刘思俊）昨天，
市委副书记周中平前往周铁镇，走
访慰问部分困难党员，并为该镇部
分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当天上午，周中平先后前往周

铁镇周铁村、王茂村，看望周桃洪、
许浦生等困难党员。1947年出生
的周桃洪于1975年8月入党。去
年 5月，周桃洪因右肺肺腺癌住
院，后续还需要化疗及定期复查。
1929年出生的许浦生于1955年
11月入党，他年老体弱，妻子去世
多年，一直一个人生活，因其两个
儿子都罹患癌症，经济十分困难。
每到一处，周中平都详细了解他们
的家庭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并叮
嘱他们要保重身体。慰问中，周中
平要求属地党委政府，要关心照顾
好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的老党
员，要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及时
为他们排忧解难。

随后，周中平围绕“把初心落

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这
一主题，结合周铁镇实际，为周铁
镇部分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
党课。他强调，周铁镇广大党员干
部要强化攻坚意识，展现担当作
为，立足新的起点，带好头、作表
率，在困难面前守初心、尽好责；要
确立靶向意识，狠抓落实推进，稳
住经济发展基本面，突出乡村振兴
关键点；要牢记宗旨意识，坚持执
政为民，一如既往做好民生实事，
高度关注疫情期间生活遭遇困难
的弱势群体；要增强实干意识，交
出满意答卷，探寻“加”的方法，开
拓“放”的渠道，突出“转”的方向，
为宜兴努力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
领跑者作出周铁应有的贡献。

市领导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并上党课

连日来，位于丁蜀镇的市金丰现代农业园艺园内，20多亩哈密瓜地里瓜香四溢，一批批成熟的哈密瓜被销往苏锡常地
区。今年，该园从上海引进的早熟品种成功上市，因其味道甘甜、果肉脆厚、香味浓郁，颇受欢迎。图为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成
熟的哈密瓜。 （记者 蒋 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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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震）昨天，
无锡市政协主席周敏炜、副主席
吴仲林带队来宜调研太湖湾科
创带发展规划。我市领导梅中
华、裴焕良、薛皓月陪同调研。

当天下午，周敏炜一行首先
来到位于经开区的无锡帝科电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帝科股
份由留美博士史卫利于2010年
归国创办，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
电子材料开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
企业。经过多年创新发展，该公
司产品各项性能均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并于今年6月18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成
为我国光伏半导体浆料第一股。
周敏炜对此表示肯定，并鼓励企
业继续加大投入和技术研发力
度，做强做大，同时，希望经开区
为优质企业创造更优营商环境，
助其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敏
炜分别听取了我市相关部门以及
环科园、经开区、江苏宜兴陶瓷产
业园区等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情

况，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推动太
湖湾科创带规划建设的意见建
议。同时，与会人员还围绕对接长
三角一体化、引进一流高校、吸引
高层次人才、推动科技成果快速
转化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周敏炜指出，今年，无锡市
政协提出了《加快建设无锡环太
湖科创走廊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的集体提案。此次调研是
为切实做好提案督办工作做准
备。他要求，作为无锡发展主阵
地之一，宜兴要立足大视野、大
格局，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进程，主动融入服务、积极推
进落实太湖湾科创带规划建设；
要进一步加强产业空间规划，强
化锡宜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继
续做优生态环境；要在区域内部
加强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大力
推进协同创新，让自身优势更
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全力打
造无锡“一体两翼”发展格局中
更为坚强一翼，助力提升无锡在
长三角城市群中的竞争力。

无锡市政协领导来宜
调研太湖湾科创带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