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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泗新建大型蔬菜展示育种基地
槐 泗 镇 蔬 菜 基 地 是 市 “新 1161 ”菜 篮 子 工 程 的 组 成 部 分 ，为 了 加 强 科 技 支
撑，促进蔬菜基地产业升级，槐泗镇正在建设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蔬菜研究展示
和 育 种 基 地 ，于 明 年 2 月 底 投 入 使 用 ，将 成 为 槐 泗 镇 蔬 菜 基 地 蔬 菜 新 技 术 、新 品
种、新模式的展示中心，未来 3-5 年，槐泗计划将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成扬州、全
省乃至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现代农业特色板块。

“无土裁培”“自动调温”
让蔬菜生长更健康
为了强化菜篮子基地的科技支
撑，槐泗与江苏省农科院、里下河地区
农科所等科研机构合作， 即将成立扬
州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 建立
研究生工作站。 1万平方米的蔬菜研究
展示和育种基地， 就是科技支撑的重
要步骤。
“槐泗镇的土壤条件基本上适合
种植各类蔬菜， 一期以常见的叶菜类
蔬菜为主， 一部分蔬菜采用无土栽培
的方式。 ”槐泗相关负责人介绍，所谓
的“无土栽培”，是指不需要土壤，用营
养液栽培。 根据蔬菜所需的营养，有计
划供应。 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负责人
表示，冬天蔬菜容易被冻死，基地会通
一条管道给蔬菜“
供暖”。 另外，大棚内
有温度计测量棚内温度， 可根据室温
自动调节。
蔬菜研究展示和育种基地正在建
设中，34个10米宽的钢架大棚已基本
装好，大棚中已铺设蔬菜种植槽。 与传

统蔬菜种植相比， 这里的蔬菜将采用
无土栽培，蔬菜栽种在特制的基质中，
而基质放入种植槽前， 经过了严格的
消毒，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就少了病害
的干扰。 同时，蔬菜所需营养也都是人
工定制， 不同的蔬菜以及蔬菜生长的
不同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营养，他们为
每一种蔬菜人工配制营养液。

强强联手，科学助力
让蔬菜品种更多更优良
为推动全区现代农业发展， 进一
步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前不久，在
邗江区槐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举行
了邗江区政府与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
所合作共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究
院， 与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合作建立研究生工作站的签约仪式。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打算与一
些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引进、开发
蔬菜新品种。 比如有一些国外的蔬菜新
品种， 在扬州人的餐桌上不怎么能看
到，那么，可以考虑将这些品种移植到
扬州栽培。 主要通过改良土壤的方式，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做好主力

让这些
‘
洋玩意儿’能够在扬州生长。 ”
品种选育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
撑， 蔬菜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品种
的推陈出新。 未来将依托农科所的品
种资源库， 在槐泗开展蔬菜新品种选
育工作，如辣椒、茄子、西瓜、豇豆等，
“西瓜、番茄、豇豆、小青菜、茄子等种
质资源有1500多份。

依托互联网+技术
打造农业科技示范旅游区
槐泗镇蔬菜基地位于槐泗镇东北
部，东临大运河和S611省道，北依邵伯
湖。“十三五”期间，槐泗蔬菜基地规划
建设约3000亩。目前，槐泗已具有蔬菜
基地、万顷良田优质稻米基地、杨氏猕
猴桃园、香春生态园等项目，并于今年
3月创成扬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面
积达1.2万亩。 积极运用区位优势与互
联网+技术，推进优质蔬菜配送直销进
家庭、进社区、进单位。
根据规划， 槐泗蔬菜基地还将建
设现代化育苗中心、 蔬菜产品加工区，
立体种植区等。 其中，现代化育苗中心
4000平方米，有地源热泵增温系统、自
动控制系统、自动播种机、移动苗床、自
动喷淋系统等设备， 开展高效育苗；蔬
菜产品加工区2000平方米，具有蔬菜分
级、精选、包装、冷藏库保鲜、配送等功
能；立体种植区2000平方米，利用基质
槽、基质袋、水培等无土栽培技术设施，
开展瓜类、茄果类等蔬菜的高效种植。

耄耋老人创作《蒋王新貌》献家乡
通讯员 曹宇 记者 査旭

本月23日是陈广华老人90岁生日， 他送给自己的生
日礼物是一本厚厚的《蒋王新貌》，上面标注了蒋王街道
近5年的发展变化，也是献给家乡蒋王的一份厚礼。

近千张图全是亲自拍摄
陈广华是蒋王街道余林社区中心组人， 本月23日，
他迎来自己90岁的生日。“我是土生土长的老蒋王，曾经
担任队里的会计。 ”陈广华见证了蒋王街道从一大片农
田变成座座高楼，农民变身住楼房看报纸的居民，对于
生活质量的提高，老人万分激动，也很感谢党和政府对
农民的好政策，这也是他写作《蒋王新貌》的动力。
记者看到，这一本厚厚的册子共有230页，每一页上
都拍摄了蒋王街道辖区内现代化建设的场景，看着这近
千张图片，仿佛能感受到陈老对家乡浓浓的爱。 老人还
很用心地配上了自己写的诗， 例如邗江互联网产业园，
老人就拍摄了大楼宏伟的外观并配诗一首，“栖祥路南
国展西，高层大楼入云天。 底层门前两块牌，余林总支村
委会。村民到村办点事，请上三楼乘电梯。”陈老表示，蒋
王街道的领导知道他做这本册子后十分感动，给予了他
经济上的支持。

身体允许，将继续完成作品
在制作《蒋王新貌》的过程中，陈老最大的感受是农民
的生活变好了。“
政府对拆迁农民的安置特别周到，家家户
户都住进了楼房。 ”陈老介绍，他的老家就在如今的半岛公
园和西郡188附近，
“
我自己也住进了楼房，快10年了。 ”
“我和老太婆两个人两本红本子，每个月都有3000
多元生活费领，这是政府给买的保险，不用劳动也有收
入。 ”每年的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社区都会
上门慰问老人，吃的用的送来一堆，老人的生活很温暖，
“现在大家下班后，去跳跳广场舞，在家看看电视，很休
闲，就是城里人的生活，我很满足，也很感恩！ ”
陈老表态， 蒋王街道目前还有些土地没有建设完
整，只要在他脑力清楚、手不摇的情况下，将继续写作
《蒋王新貌》。

城市高质量建设上当好主场

（上 接 1 版 ） 办好
“十件大事”，撸起袖子加 扬州。
油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
谢正义对近年来邗江各项工作所取
事干，蹄疾步稳，久久为功，加快建设“强 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他要求，邗江要
富美高”新扬州。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做好主力，以高质量
在邗江讨论组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之 项目建设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根据
后，市委书记谢正义指出，明年是贯彻党 邗江实际，树立“工业立区”思路，推进50
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亿元以上、100亿元以上重特大产业项目
40周年、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集群；以软件和互联网、旅游业为发展重
键一年和扬州承办省运会、省园博会的重 点，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有担当和责任，舍
大活动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得投入加快建设一批“实验室”。要在城市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四 高质量建设上当好主场，以最高标准推进
个意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推 会议中心和体育场周边整体改造，加大扬
进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认真贯彻落 州西等5个出入口改造力度， 新建一批公
实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制定扬州方 园，建设改造一批道路，以良好形象迎接
案、展开扬州行动、展示扬州作为，“清单 明年省运会的举办。
式”、“任务式”落实中央要求、省委部署，
区委书记张耀武在发言时表示，邗江
具体化、项目化推进扬州明年和今后一个 将认真贯彻市委全会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时期的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 “六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确立新坐标、

谋求新突破， 奋力开启跨江融合新征程。
围绕经济发展高质量，坚持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一方面聚焦实体经
济发展，大力实施“两攻坚、两提升、一拓
展”行动计划，全力推进
“智造邗江”建设；
另一方面依托重点项目和板块，积极发展
软件信息、科技研发、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围绕改革开放高质量， 落实上级改革部
署，优化发展体制机制。 围绕城市建设高
质量，抓住两个盛会举办的契机，推动主
城繁荣和乡村振兴，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围绕人民生活高质量，不断提升民生幸福
水平。 围绕生态环境高质量，共同建设江
淮生态大走廊、打造“美丽中国”扬州样
板。 围绕文化建设高质量，推动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同时，全面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形成勤廉兼优的良好风气。

扬大广陵学院新校区展露芳容
（ 上 接 1 版 ） 超前谋划、统筹推进、科学组
织，从今年2月份全面开建以来，加班加点
施工，工地上每天平均有近1500名工人、
20多台大型机械昼夜不停作业。
“为实现将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新校区
打造成现代化、开放式、应用技术型的绿
色大学校园的目标， 在建设过程中，坚
持高起点规划，同时力求绿色环保。 ”邗
江城建发展公司工程负责同志介绍说。
据介绍，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新校区的设
计方案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好中选优。
同时优化施工图设计，对绿化、智能化
等分项进行二次深化设计；在外墙材料
设计时，由于工期紧，为防止墙体收缩

校对：张建军

千张图百首诗叙发展

让
“菜篮子”拎得更舒心

通讯员 陈洁 孙倩 记者 査旭

版式：周俊亮

裂缝，选择了保温一体化材料，既控制
了质量，又节能美观。“在绿色环保上，
更是不遗余力。 ”据介绍，在工程土建阶
段，无论是屋面、地面，还是墙体、门窗，
都使用了节能环保材料。 在室内装修阶
段，则选择家庭型、健康环保的材料，所
有墙面涂料选择立邦涂料，所有吊顶采
用不含甲醛的无机板，家具板材选择E1
级材料，并做好环保检测，确保环保达
标。 在室外配套建设阶段，则重点防止
毒跑道的出现，严把质量关，选用绿色
环保的产品。
记者在校园里看到，校园东北侧是学
生生活区，包括宿舍等；西北侧是学生运

动区，包括体育场、篮球场等，南侧则是教
学区，包括图文信息中心、教学楼、实验楼
等。“扬大广陵学院新校区项目占地531.3
亩，校舍总建筑面积27.78万平方米，同时
预留发展用地200亩， 新建了教学楼、实
验楼、体育馆、学术交流中心、图文信息中
心、学生宿舍、办公用房、风雨操场及地下
车库等配套设施，共20个建筑单体，建成
后可容纳师生1.3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体
育馆内还有一个操场。 建成后，不管刮风
下雨，学生都可以安心上体育课了。”相关
负责人介绍，20个建筑单体能满足大学
生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的需求，确保学
生满意、家长放心。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七次会议
（上 接 1 版 ） 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区人大常委
会对区政府有关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对召开邗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关
于举行邗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的决定》，决定扬州市邗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1月中旬在扬州举
行。讨论通过了主席团、秘书长建议名单及列席
人员的确定原则。 会议一致推选王庭国同志代
表区人大常委会向区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
工作。
会议原则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
区人大常委会2018年工作要点和议题安排计
划，授权主任会议根据本次会议意见修改定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和接受辞
职事项。

迈安德连续六年荣获行业十强
（上接 1 版）研发、设备制造、智能化控制、数据集
成、施工安装、指导调试、人员培训等一揽子解
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交钥匙工程。 目前，迈安德
拥有总承包和专业工程安装资质、 压力容器制
造资质，通过了ISO9001、美国ASME、欧洲CE
认证，拥有完善的制造体系。

深挖18个风险点，晒出13张权利流程图
（上接 1 版）使用范围、职工福利的发放标准以及
经费的申请和审批手续。
区粮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还将紧
跟建设发展形势，结合业务工作，定期对廉政风
险防控内容、 风险等级和防控措施进行调整补
充完善， 形成动态管理长效机制， 力求定位准
确、简便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