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聚焦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反

映脱贫攻坚事业，讴歌脱贫攻

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用

脱贫攻坚的奋斗精神鼓舞全市

人民奋力实现追赶超越，即日

起，宜兴市融媒体中心将开展

“身边的脱贫攻坚故事”主题征

文活动。

一、征文要求：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

线，以“个人”为视角，从身边的

变化、切身的感受入手，生动展

现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迹，展现宜兴人追求幸福生

活的精神风貌。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11月底

三、作品要求：
1.参评作品必须为原创作

品，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激

发自豪感、幸福感。

2. 鼓励近期创作的新作

品，不征集以前各级赛事中入

选获奖的作品。

3.文章体裁可以为通讯、

散文等。文章字数原则上不超

过2000字。

4.本次大赛所征集到的文

稿，均不退稿，如被录用，按照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规定核

发稿费。

5.参赛作品必须是个人完

整著作权，如发现抄袭或者网

上下载的作品将取消参赛资

格，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由投稿人承担。

6.被录用作品将在《宜兴

日报》、宜兴发布客户端同步刊

出。

四、投稿办法：
邮寄至宜兴市宜城街道人

民南路207号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新闻发布中心，并在

信封上写明“‘身边的脱贫攻坚

故事’征文”字样；也可发送电

子邮件，邮箱为：yxrbxmt@

163.com。

征文活动结束后，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将组织专人对所有

录用稿件进行评比，评出一、

二、三等奖若干名，分别给予奖

励。希望广大读者和通讯员踊

跃来稿，积极参与征文活动。

征
文
启
事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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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东村里的致富潘东村里的致富““加油站加油站””

全面全面小康小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看陶都看陶都

开栏的话：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充分展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显著变化，讲述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克难关，同心同德奔小康，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历程，从即日起，本报特开设“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栏，由宜兴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带着大家感受宜兴人的小康之路。

全力确保防疫安全和考试安全

我市布置
今年中高考重点工作

红色大礼包

（礼包解释权归孝仁堂所有）

广告

读者服务站向老党员献礼福利大放送
践行“初心·使命”红七月系列活动

红旗高飘扬，国人走向强。

践行“初心·使命”，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开展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活动，回馈广大读者对读者

服务站的关注和支持，凡条件相符者，即可领取内

容丰富的“红色大礼包”，若老党员是三老人群，凭

证件还可额外领取一箱农家土鸡蛋（30只装）。

三老人群：退休干部、退休医务工作者、退休

教育科技工作者。

活动礼包发放须知活动礼包发放须知：：
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领取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① 5555周岁以上的老党员周岁以上的老党员；；
②② 持个人有效证件持个人有效证件（（能证明是老党员能证明是老党员））及及《《宜兴日报宜兴日报》》近期任意一期报纸近期任意一期报纸，，每每
个品种限领一次个品种限领一次，，每次限领一样每次限领一样；；
③③ 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不按要求或规则参与为自动弃权；；
④④ 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需参与本次活动流程方可领取礼包，，他人不可代领他人不可代领；；
⑤⑤ 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已参与福利者不再受理。。

参与细则及要求参与细则及要求：：
领取时间领取时间：：周一至周日周一至周日 88::0000——1717：：0000
领取热线领取热线：：05100510--8778850087788500、、1386182618413861826184
领取地址领取地址：：宜兴市氿滨南路宜兴市氿滨南路7676号孝仁堂号孝仁堂
乘车路线乘车路线：：88、、2020、、107107、、227227、、228228、、245245、、247247、、249249（（新港湾新港湾））南京银行下车南京银行下车

101101、、114114、、1818、、201201、、202202宜兴大酒店下车宜兴大酒店下车

● 5斤装富硒大米一袋：优质富硒大米，颗粒饱满、
晶莹剔透、色泽光亮、口感松软、富含硒元素；
● 15只装正大富硒鸡蛋：科学的养殖方式使鸡蛋
营养更丰富、更均衡，对人体更健康；
● 750ml富硒石榴酒一瓶：口感醇厚，物以“硒”为贵；

● 4.5L生命源水一桶：源自中国第一富硒村的健康饮用水；
● 2L 深层洁净护理洗衣液：除菌率99.9%，持久留香。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王建东）市交通运输局消息，目
前，我市正积极推进货运车辆安
装ETC不停车电子收费设备相
关工作，以降低相关市场主体物
流成本。

日前，省交通运输厅专题
召开全省货车ETC发行工作推
进会，明确要求各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ETC发行方、货运企
业密切配合，全面落实我省货
车ETC发行安装工作。根据相
关政策规定，今年 7月 1日起，
未安装ETC车载装置的营运货
车不再享受优惠政策；已安装
ETC车载装置的营运货车，可
继续享受省内八五折车辆通行
费优惠和省外九五折优惠政
策；对符合政策规定的鲜活农
产品、联合收割机和国际标准
集装箱运输车辆，均需通过安
装使用ETC车载装置、提前预

约通行的方式，才能实现不停
车快捷通行并享受车辆通行费
减免的优惠政策。

“公司相关车辆原来使用
运政一卡通，享受高速通行费
九八折优惠，现在全部安装了
ETC，通行费可以享受省内八五
折和省外九五折的优惠，预计每
年可以节省通行费约10万元。”
近日，宜兴禾大水处理技术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说，该公司拥有6
台罐式运输车辆，安装使用ETC
不仅降低了成本，上高速还可
实现不停车通过，有效提高了
通行效率。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
共有营运货车大约 6000 辆。
眼下，我市正通过宣传推广，
推进全市大部分营运货车安
装 ETC，确保把优惠政策落实
到位。

本报讯（记者张 鑫）昨天上
午，副市长周峰带领市水利部门
及新街、张渚、太华等相关板块
负责人前往陆平水库、上东水
库、张渚镇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龙珠水库等地，检查汛期小型水
库的安全防范工作。

每到一处，周峰都详细查看
水库的泄洪渠道，仔细询问水库
的水位、容积等情况。检查中，
周峰指出，水库的安全度汛直接

关系到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责任重大。他要求，各责任
部门要掌握雨情、水情，提前了
解气象情况，严格按照市防汛防
旱指挥部的指令做好防汛调度
工作，属地板块和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切实增强
防汛意识，对库塘堤坝进行加固
除险，做好水库安全设施维护等
工作，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确
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见习记者吴 磊）6月
30日下午，经营面积7006.2平方米
的张渚农贸市场在改建后正式对
外营业，成为我市目前经营面积最

大的农贸市场。
改建前，张渚农贸市场是1987

年建设的大棚型初级市场。经过
30多年的风雨洗礼，已远远不能满

足当地群众的需求。2019年，张渚
农贸市场的拆旧建新改造工程列
入张渚镇政府2019年度为民办实
事项目，总投资1.2亿元。改建后

的农贸市场是分主副楼的两栋建
筑，占地面积5408.62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10675.17平方米。市场内
拥有门店商铺50个、行业摊位246
个、自产自销摊位153个。市场内，
检测、服务、管理硬件设施齐全，设
有蔬菜农药检测及其他商品检测
室、服务台、消费者投诉台、公平秤
复称处及消防喷淋系统等。

市领导检查
小型水库汛期安全防范工作

我市大力推广货车安装ETC
助力市场主体降低运输成本

张渚农贸市场“升级”亮相
为我市经营面积最大的农贸市场

今年上半年，市农业农村
局土肥站根据宜兴土壤情况进
行科学调配，与市灵谷复合肥
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生产了新型
测土配方专用肥。这种肥料可
以在发挥最大增产效果的同
时，实现科学减排，一经上市就
成为“香饽饽”。目前，该品种
化肥日产80吨仍供不应求。

图为7月1日，该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将该种肥料装车，
准备发货。（记者 翟霄帆 摄）

新
品
化
肥

走
俏
市
场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昨天，我市召开招生考试工作委
员会全体成员会议，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招生考试安全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的有关精神，布置
今年我市考试重点工作，全力确
保考试安全、平稳。副市长温秀
芳出席会议。

今年高考将于7月7日至9
日举行，我市共有4472人报名，
高职提前单独招生我市已录取
732人。目前，参加高考编排的
考生数为 3740 人，将在 4个考
点、129个考场参加高考。此外，
我市今年高考中首次增加了115
名日语科目考生。今年中考将
在7月12日至13日举行，全市共
有9027人参加考试，我市共设置
了32个考点、317个考场。

今年是我省新旧高考方案

的过渡之年，同时，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高考推迟了一个
月。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确
保2020年考试防疫安全和考试
安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更
为重要。根据会议要求，从考前
14天开始，每位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每天都要进行体温测量、
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进入考点
时，考生应向工作人员现场出示

“锡康码”或“苏康码”绿码；考
场需设置体温检测点、准备备
用隔离考场及防疫用品；考生
和考试工作人员进入考点、考
场均必须接受体温测量等。同
时，针对考试可能遇到的高温
天气，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努力
为考生创造适宜的考试环境
等，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平安
中考”目标。

连日阴雨，不少农户都停下
了手中的农活。这些天，徐舍镇
潘东村里，不少村民都走进了村
里的致富“加油站”——粟谷书苑
看书交流。

徐舍镇潘东村现有良田近
9000亩，是个农业大村，同时，也是
个经济薄弱村，约5000常住人口
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700
余名。为了脱掉穷帽子，近年来，
潘东村着力扶持现代农业发展，已
孵育出各类农业基地13个，但仍存
在种植模式单一、效益较低等问
题。为了提升农民们的致富技能，

潘东村两委班子决定在村里搭建
一个给农户们学习农技知识、交流
种植养殖经验的平台。于是，2015
年，粟谷书苑应运而生。

据潘东村主任助理蒋姣姣介
绍，粟谷书苑建筑面积200平方米，
藏书近3000册，设读者座位20个，
同时，依托粟谷书苑，还推出了“晴
耕雨读”读书会项目，定期举办村
民读书会。“晴耕雨读”读书会给农
户们提供了一个认真学习、互相交
流种植经验，探讨和解决病虫害问
题的平台；农村电商科普讲座引导
果农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推进小生

产与大市场的连接，也受到了许多
村民的欢迎。在读书会的熏陶下，
今年55岁的村民张达君已经在为
潘东村益坤科普基地做协调管理工
作和科普志愿服务。他说，眼下，潘
东村正大力实施高标准农业大棚建
设，扶持农村电商发展。今年5月，
村里特邀农业专家结合村里的农业
生产现状和实际，从互联网农业、品
牌农业打造、村集体经济发展、合作
社相互联合等方面，为村民们作了
一场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专题讲
解。“有专家提点，给我们很大帮
助。”潘东果业园老板潘伯明在听完
科普讲座后感觉收获颇丰。

“晴耕雨读”传递了致富经，让
农民们的钱袋子逐渐鼓了起来。与
此同时，还带来了精神文明方面的
副产品——丰富着潘东村村民的
日常生活。“读书会经过主题拓展，

现在已经有青年的青春风雅颂、党
员的悟初心读书会、村民的佳节话
家风、农民的农业科普四个主题。”
蒋姣姣说，在刚刚过去的6月，村里
就开展了“读党史 悟初心”党员读
书会和“端午话家风”等活动。以
前，农村的闲暇生活可能就是打麻
将、串门。近年来，在粟谷书苑的
陪伴下，很多农民渐渐培养起读书
看报的习惯。今年75岁的毛成达
就是粟谷书苑的常客，一有空闲，
就会去粟谷书苑看书，他也从书本
里学到了不少新鲜词汇。为了服
务好村里的孩子们，粟谷书苑不仅
为留守儿童提供阅读关爱、辅导暑
假作业、开展亲子阅读等趣味活
动，下阶段，村里还计划把“童心阅
读”纳入“晴耕雨读”读书会的范
畴，更大程度地满足寒暑假留守儿
童阅读需求。

□见习记者何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