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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双 力/文 记者双
力 见习记者白 凡/摄）7月15日，
东海县草莓协会考察团一行20余
人冒雨来宜，考察果品种植技术创
新和协会建设情况。在考察团成员
中，有该县人大主任陈启发，温泉
镇、黄川镇、石榴街道的党政主要领
导，他们与其他考察团成员一起，进
田园看果品生长情况，到现场听果
园管理介绍。我市草莓协会毫无保
留地向东海县人“放送”果品种植
技术，这场盛会还吸引了省
草莓协会专家前来。

作为全国农业经
济百强县、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全国第一
批商品粮基地县，东
海在加快工业化的同
时，未放松做好“农”字
文章，果品种植成为当地
农民的一个重要致富产业，

其草莓种植不仅面积大，而且品种
多，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该县黄川镇还被誉为“中国草莓第
一镇”。宜兴和东海是江苏省南北
对接的城市，许多年前，两地都会
向对方派出领导干部挂职锻炼，促
进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宜兴市草莓
协会曾组团考察东海县草莓协会，
互动交流，结下深厚友谊。

当下，推进乡村振兴成为时代
强音，人们更加关注如何发挥科

技引领带动作用。东海县
草莓协会组建了特殊阵
容的考察团，直接到
宜兴的田间地头调研
草莓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和协会运作新模
式等情况，以促进东
海草莓种植产业更强、

品牌更响，协会运行更
加健康。

在宜兴市草
莓协会会长单位
天信农资有限公
司，陈启发向我市
草莓协会会长宗
顺明详细了解协会
组织架构、科技交流
等情况，双方参观了无人
机喷洒、“农活帮”智慧服务、北斗
精准定位云服务、农民种植一站
式培训课堂等。宗顺明说，今年
春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
户籍为外省市的种植户因为不能
及时赶回宜兴，请无人机来帮忙，
使种植物防治虫病草害无忧。

来到市草莓协会成员单位——
芳桥街道的碧园春生态园，该园主
人杨华在鲜桃包装现场自豪地对
来自东海的嘉宾说，草莓、桑葚、杨
梅、葡萄、梨子等，保证碧园春一年
四季都有新鲜果品提供市场。包

装台上有一只鲜桃重约700克，考
察团成员诙谐地说：“可称得上是
桃王了。”他们纷纷与杨华交流起
果品种植的茬口安排，与她建立好
友关系，开通了增进交流的新渠
道。

当天，大雨滂沱，宜兴市草莓
协会副会长、全国劳动模范张涛，
在自己经营的颖丰果园内，等待东
海同仁的到来。他说：“种植户间
没有相互竞争关系，只有相互交流
的缘分。”客人一到，张涛就把大家
领进种植着葡萄的大棚内，道出他
潜心葡萄种植的真经：“用平常心
投资农业，依靠科技提质量，走向
市场创效益，种果品不失为一份体
面职业。”张涛还与东海同仁交流
了葡萄新品种培训经验。

考察观摩交流会在宜兴绿缘
山庄举行，市科协主席徐群芳，宜
兴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周介其，江苏省农技推
广总站、农科院专家、
教授出席活动。徐
群芳代表宜兴方面
对东海考察团来
宜传经送宝表示
热烈欢迎，在简
要介绍我市科技
兴农情况后，希望
两地种植户结成科

技对子，共学习、同
成长。陈启发对于此

次来宜参观考察活动给予
充分肯定，他邀请包括宜兴市草莓
协会在内的科技工作者和果品种
植大户到东海去走一走，相互交
流，建立信息共享、人员互访机制，
合作共赢，抱团开发更广大市场，
造福更多种植农户。

据悉，考察期间，东海县草莓
协会负责人与宜兴市草莓协会名
誉会长吴仕俊，就“发挥协会作用、
带动农民致富”等课题，进行了深
入有效的交流，在推动草莓产业向
设施化、标准化、品牌化、高效化方
面发展，形成许多共识。

市草莓市草莓协会协会
与东海与东海县县交流交流果品种植技术果品种植技术

他父亲创办的菲力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是环保领域曝气装备制造
的佼佼者，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硕
士研究生毕业回宜创业，没有接手
父辈的公司，而是在环科园创办国
合环境高端装备制造基地，运用现
代企业管理理念，向科技力量要创
业成效。他就是我市“百佳科技之
星”代表邵焜琨。

邵焜琨大学本科就读于东南大
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决定去日
本留学时，许多人以为他会选择与
环保相关的专业，可他偏偏选择了
经济情报学专业。邵焜琨对父亲
说：“企业需要环保方面的专家可以
直接招聘，训练出聪敏大脑是不可
替代的。”在日完成学业后，邵焜琨
带着情报“大脑”回宜，在环保企业
实习，到国际市场部锻炼，让他看到
了传统曝气产品制造领域竞争的激
烈，以及国内中小企业寻求国际合
作的困难。

针对国外大公司对国内中小
公司不信任的现实问题，邵焜琨开
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大胆
提出可否成立混合所有制产业基
地，提升宜兴环保核心竞争力，借
此吸引外商来宜发展。环科园领

导非常赞同这位青年人的想法，由
园区牵头做担保，国合环境高端装
备制造基地筹建成立，邵焜琨任总
经理，负责基地招商引资，创办合
资合作企业。从那时开始，他正式
走上依靠科技情报创办合资企业
的创业之路。

任职第一天，邵焜琨便以引进
应用技术和研发人才为重点，大胆
走出去，结交新朋友，引进大客商。
他先后12次赴韩国与KC-R公司

洽谈交流，促进韩国公司以上百项
专利技术作资本，来宜合资创办国
合凯希水体修复江苏有限公司。从
项目洽谈到实地考察，从签订协议
到项目建设，邵焜琨做好“保姆式”
服务。技硬不压身，新公司一举拿
下河北雄安新区一号湿地、广东深
圳茅洲河等生态河道修复工程，好
评如潮。

日本PTC株式会社是一家老
牌企业，在生态净化材料生产和河

川净化一体装置制造方面成就卓
著。为了引进核心技术，邵焜琨6
次前往日本，与日本企业核心技术
拥有人介绍宜兴环保装备制造、产
业工人和国合基地愿景等情况。
环保路上遇知音，最终日本客商带
着新研发的技术成果来宜，创办国
合生物科技（宜兴）有限公司。用
国内生物质材料生产净水药剂，国
合生物科技开发市场大步流星，在
三峡库区中标3个黑臭河道治理
项目，创造出广域水体治理“国合
样本”。

国合基地还与德国企业合资合
作，到智能搅拌制造、污水处理厂节
能降耗领域开疆扩土。据悉，该基
地先后孵化出22家合资公司入户
基地，其中6家为中外合资公司。
目前拥有国际专利技术120项，中
国发明专利18项、新型实用专利
36项。创新平台获得国内包括央
企和科研院校的高度认可，与中国
电建、北京建工、东南大学等单位建
立深度合作关系。新近获批组建日
韩海外项目孵化器，推进工作有效
进行，正式投用后，将加速海外在孵
项目入驻宜兴并实现产业化。（记
者 双 力/文 见习记者 万芳宁/摄）

用科技力量开辟创业之路
——记我市“百佳科技之星”代表邵焜琨

本报讯（见习记者万
芳宁 文/摄）日前，张渚镇
举办“相伴共读、书香润
德”亲子读书活动，在科普
教员循循善诱下，参加活
动的孩子和家长一起阅读
了《我喜欢书》《亲爱的汉
修先生》《一百条裙子》等
书籍，有效调动孩子学习
科技知识的兴趣。

近年来，张渚镇开展书香乡
镇、社区、机关、校园、企业、家庭
等书香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阅读服务体系，做好图书流转、资
源共享、通借通还等服务，及时发
掘、选树各类全民阅读活动先进

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多读书、读
好书”的浓厚氛围，创新创造活力
迸发的生动局面。本次活动的开
展，使孩子们从书本中得到心灵
的慰藉，寻找生活的榜样，净化自
己的心灵。

书香阅读科普在张渚书香阅读科普在张渚

本报讯（记 者双 力
文/摄）夏天来临，气温升
高，学生溺水进入易发期、多
发期。日前，杨巷镇组织志
愿者走进杨巷小学，宣讲防
溺水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学
生防溺水的安全防范意识，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
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

活动中，宣讲人结合我
市近年来典型案例，教育警
醒广大师生认真做好防溺水安全工
作，告诫学生，不私自下水游泳；不
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
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防
止因盲目施救而造成更大损失。针
对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处理、发生溺
水时应如何自救及安全施救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和现场演示。

防溺水安全教育进学校防溺水安全教育进学校

本报讯（记者双 力 文/摄）
日前，市科协主席徐群芳一行深
入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调研
科技工作，在向企业总经理颁发
2020年宜兴市“百佳科技之星”
荣誉证书后，希望企业全体科技
工作者携手同行，奋勇争先，在
技术和产品创新上深入挖掘潜
力，再生原创成果，为加快我市
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近年来，我市科协组织紧紧
抓住“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
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
策服务”这根主线，奋力打造“开
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团
结带领科技工作者助力“产业强
市”主导战略实施，工作方法颇
具特色。

集合科技力量。市科协积
极筹建“宜兴科技创新智库”，加
强与在北、上、深、广等地工作的
宜兴籍高科技人才的对接，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黄瑞松、任
南琪等院士先后来宜，与相关企
业洽谈推进产学研长效合作事
宜。同时，加强与国外专家的联
系。环科园举办科技创新项目
交流会，市科协邀请国外科技创
新专家和机构代表齐聚宜兴，畅
谈合作愿景。“有这么多院士、专
家来‘站台’，我们推进创新发展
底气更足。”相关企业主深有感
触地说。

弘扬科学精神。市科协抓
住每年举办的全国科普宣传
周、科普日等重要节点，针对未
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等

“重点人群”，开展科普进广场、
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
关”等活动，去年9月全国科普
日期间举办科普集市，共有30
家市属学会（协会）170多位科
技工作者到场提供科普服务。
今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
特殊年景，科协系统各单位通
过媒体科普、网络科普等方法，
向市民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
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广大市
民尽享科技盛宴。

创新科普方式。随着公众
接受科普信息的能力越来越
强，市科协在充分发挥“八位一
体”宜兴民生科普宣传平台功
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科普宣
传载体。在社区安装科普 e
站，宜城街道实现了城区科普
大屏的全覆盖。与横向部门联
合开辟并成功推动了“宜兴南
部紫砂科普旅游、宜兴东中部
科技场馆体验旅游、宜兴西部
现代农业科普旅游”等科普旅
游专线，打造了可圈可点的科
普工作品牌。

夯实组织建设。市科协吸
纳“四长”专业人才作为两级科
协组织兼职副主席，有效提升
科协组织活力，并精心组织科
协系统干部培训班，着力提升
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更好地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从扩大科协
组织覆盖面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出发，探索成立1家高校科协
组织、5家企业科协组织，营造
健康和谐的科研环境，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

市科协
全面提升科技服务能力

“听说胎儿也有继承权？”“听
说高空抛物要追责？”……民法典
的出台，将一些家长里短的大事
小情都做了明确规定，保护权利，
解决纠纷，拉近了法律与生活的
距离。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
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
书。民法典的编纂与出台，是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一座里程碑，也是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项重大举措。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现行的婚

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
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
民法总则同时废止，民法典还对包括
土地使用、精神损害赔偿、人格权保
护、撤销权代位权、法定解除权、离婚
冷静期、遗嘱效力等民事法律的各个
方面做了重大调整，这将对我国各
民事主体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除
了整合原有的法律，民法典在制定
过程中还向社会征求建议，增加了
许多新的内容,在普法的同时让社
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作用更
突显。 （见习记者 白 凡 整理）

民法典与生活同行

南北技术对接南北技术对接

参观交流学习参观交流学习

结出丰硕果实结出丰硕果实

邵邵焜焜琨琨（（右三右三））接待客商接待客商

法槌法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培训增长见识培训增长见识

多读书读好书多读书读好书

心肺复苏演示心肺复苏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