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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宣传

姜荣华：退休不褪色 人老心不老
■本报记者

张伊梦

“我从小生活艰苦，全靠党和
政府的培养，才能成为一名国家干
部。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我
都心怀感恩，时刻用‘忠诚’来规
范自己的行动，用‘奉献’来回报
党的栽培。”近日，记者采访了老
党员姜荣华。退休前，他担任市农
机局副局长，爱岗敬业、任劳任
怨。退休后，他将满腔热情投入到
社区工作和志愿服务中，发挥余
热、身兼数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共产党员的初心。
姜荣华今年 70 岁，已有 50 年
的党龄。2009 年退休后，他便加
入了市关工委宣讲员的队伍，亲手
撰写宣讲材料，深入各个乡镇 （街
道）、村 （社区） 和学校讲课，至
今已累计宣讲 90 余次。同时，他
还连续 8 年担任下菱社区假日学校
的校长。每到寒暑假，他要负责管
理好几百名孩子，帮他们安排好课

程和活动。“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作为一名老党员，培养孩子
成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姜荣
华动情地说。
2015 年 12 月 ， 市 委 老 干 部
局、市人社局、兰江街道在下菱社
区试点成立了“银辉”志愿服务大
队。之后，下菱社区又积极响应上
级“关系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
献在社会”的号召，成立了我市第
一个“银辉”党支部。作为大队长
和党支部书记，姜荣华带领广大离
退休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支持
配合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倾情为
社区居民服务。
“‘银辉’志愿服务真正发挥
了老党员、老干部的政治、经验和
威望优势。
”姜荣华告诉记者，
“如
今，我们的党建工作已经实现规范
化、制度化、常态化，在接待近
40 家单位参观学习的同时，也把
工作经验介绍到了市内外，成功打
响了‘银辉’党建品牌。
”

下菱社区“银辉”志愿服务大
队下设调解、法律咨询、宣讲、医
疗、应急、建言献策、扶贫帮困等
7 个团队，姜荣华担任“老娘舅”
调解团队的队长。无论是水管漏
水、停车纠纷，还是夫妻纠纷、
赡养继承问题，“老娘舅”们都热
情相助，目前已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 近 300 起 ， 为 改 善 邻 里 关 系 、
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起
到了积极作用，还得到了司法部
门的肯定。同时，姜荣华积极发
挥“传帮带”作用，亲自指导一
些社工调解纠纷。如今，这些
“小娘舅”的调解水平也越来越
高，不少棘手的矛盾纠纷一一得
到圆满解决。
姜荣华还配合社区做好中心工
作，发挥参谋作用。去年 7 月，他
积极投身新西门区块危房拆建工
程，与社区干部一起上门做拆迁户
的工作。“拆建工程涉及 243 户拆
迁户，我反复上门与他们沟通、讲

政 策 ， 最 后 一 户 谈 到 了 深 夜 12
点，最终准点完成了清零任务。”
姜荣华回忆道。
作为富士花园小区的业委会主
任，姜荣华更是不遗余力。2016
年，富士花园创建“美丽小区”，
面对主干道坑坑洼洼、下水道严
重堵塞等问题，姜荣华迎难而
上，东奔西走，积极争取改造资
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他坚持
全程监工，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
成。小区环境因此有了明显改
善，去年成功创建为“余姚市美
丽小区”。
余姚好人、余姚优秀“银辉”
志愿者、宁波关心下一代先进个
人……退休后的姜荣华获得了许
多荣誉，同时也收获了晚年生活的
充实和社区居民群众的信任。“生
活有了奔头，人自然也高兴了。尽
管年事越来越高，但我会一如继
往地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姜荣华说。

扎实行动

丈亭镇打响“无欠薪”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 陈振如 通讯
员 沈海飞） 近日，丈亭镇便民服
务中心联合镇总工会组成检查小
组，开展了一次以“三核实”为主
要内容的无欠薪专项检查。
在我市召开创建“余姚无欠
薪”行动动员大会后，丈亭镇在加
强组织领导的基础上，迅速开展行
动，先后出台 《丈亭镇关于深入开
展“丈亭无欠薪”行动实施方案》
和 《丈亭镇防范处置欠薪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为“丈亭无欠薪”行
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该镇大
力加强宣传工作，组织宣讲小组进
村入社区、入企业开展专题宣讲、
发放宣传资料，并通过 QQ 群、微
信群等平台宣传“丈亭无欠薪”行
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企
业和广大职工的法律意识，切实维

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在强化宣传的同时，该镇还多
次开展专项检查，确保“丈亭无欠
薪”行动落到实处。如 7 月初，该
镇对辖区 55 家企业进行了重点检
查。检查组不仅对企业职工工资发
放清单情况、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
况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进行了检
查、核实，还与企业职工进行了座
谈交流，了解有无欠薪或工资延时
发放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个别企
业存在的工资发放滞后现象，检查
组要求企业限期整改，确保职工按
时足额领取工资。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加强对全
镇各领域劳动者工资支付的监管，
并大力探索长效监管机制，切实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
“丈亭无欠薪”
。

泗门镇开展“学生走进消防中队”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陆颖杰 记
者 方 舟） 近日，泗门镇中心小
学 201 中队晨光小分队的小朋友走
进泗门消防中队，“零距离”体验
消防生活，学习消防知识。
小朋友们刚走进中队，就被
威武的消防车、新颖的消防装备
器材、整齐的消防战斗服所吸
引。消防官兵耐心地向他们介绍

了不同车辆的功能和消防器材的
名称，以及个人防护、如何使用
急救箱等常识，还展示了用 15 米
拉梯爬上四楼救援项目和消防高
喷车喷水环节，让小朋友们大开
眼界。
这次参观活动，不仅让小朋友
们对消防知识有了更多了解，也增
强了他们的消防意识。

市畜牧兽医局

绿满田野

昨天，陆埠镇南雷村的村民正
在稻田里施肥。这段时间，广大农
民积极做好单季晚稻的灌溉、除
草、施肥等田间管理工作，确保粮
食丰收。
记者 黄静波摄

做好高温季节畜禽养殖技术指导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沈华坤 通讯
员 万文彬） 为防止高温季节畜禽
高热病等疫病发生，连日来，市
畜牧兽医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我市各养殖场 （户） 开展畜禽养
殖技术指导，落实高温季节防控
措施，为畜牧生产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技术人员指导养殖户要科学应

对高温天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采用风扇、排风扇等设备进行通风
降温，改善畜禽舍通风降温条件；
加强饲养管理，调整畜禽饲养密
度，进行合理饲喂，避免畜禽的
热应激；加强疫病防控，做好环
境卫生消毒，严格执行防疫程
序；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杜绝乱抛乱宰。

宁波一水稻直播技术试验在阳明街道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张 敏 通讯
员 张怀杰） 近日，宁波市农业局
农机技术推广中心的技术人员来
到市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农田里，
开展宁波市单季晚稻精量穴直播
技术试验，进一步探索水稻机械

化种植新方式。据悉，这一试验
项目由宁波市农业局农机技术推
广中心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支
持，仅在阳明街道辖区内开展项
目操作实验。
所谓水稻精量穴直播技术，是

一项新型的高科技现代水稻种植方
式，省去了育秧、插秧环节，具有
省工、节本、高效等优点，是水稻
机械化栽植技术的有益补充。
当天，宁波和阳明街道二级农
机 （农技） 技术人员对试验项目进

行了认真测试，并详细记录了有关
技术数据。下一步，技术人员将全
程关注试验田块的苗情变化，通
过对比分析，为水稻精量穴直播
技术的适时推广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践经验。

田螺山粮食（农机）合作社联合社:

打造农机服务的“航空母舰”
■本报记者

沈华坤

这几天，三七市镇田螺山粮食
（农机） 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李小
江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既要
指导社员培育晚稻秧苗，又要做好
早稻收割准备工作。合作社的育秧
流水线和收割机、烘干机等设备早
已保养好，准备派上大用场。
2013 年 10 月，通过整合姚东
地区 7 家农机合作社，田螺山粮食
（农机） 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成立。
联合社成立之后，真正实现了强强
联合，为农民提供粮食种植、销售
及技术、咨询服务，并在农机农艺
融合、农旅结合、循环农业发展等
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受到了政府和
广大农民朋友的好评。2016 年，
联合社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创业创新
百佳合作社。

创新服务模式
增强服务农民的灵活性
自成立以来，田螺山粮食 （农

机） 合作社联合社先后探索出三种
套餐式服务，供社员和农户选择：
即提供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
以村为单位把选中的散户集中起
来，由联合社选派社员就近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全程机械化作业服
务，收取作业服务费；提供水稻生
产部分环节的机械化服务，收取一
定的服务费；土地季节性流转，农
民收取季节土地流转费或用季节土
地流转费抵用下季作业服务费。三
种服务模式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
大农户的欢迎，联合社农机作业面
积一下子扩大了两倍多，年作业服
务面积也超过了 10 万亩。
在此基础上，该联合社成立了
浙江省首家民办综合农事服务中
心，集中力量建起了育秧中心、烘
干中心、农资中心、农村信用合作
中心、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中心、
粮食加工中心、农业培训中心、农
机维修中心、农耕文化长廊等多个
附属设施，为社员及周边农户提供
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
联合社还采用“统一种子、统一农
资、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植

保、统一收获、统一烘干”的管理
模式，为社员和农户节约生产成
本。

引进先进农机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
为提高农机服务水平，近年
来，该联合社先后投入 800 余万
元，添置了大马力拖拉机、高速插
秧机、联合收割机、无人植保飞
机、测土配方施肥仪等先进农业机
械，并成立了农机服务作业有限公
司，由联合社一次性给予补助，将
农机大户的闲置农机以入股的方式
加入作业公司，在宁波市率先启动
了“共享农机”模式，为农民提供
优质、低价、便捷的服务。
这一模式既使原先闲置的农机
使用率大大提高，农机大户的收入
有保障，又使新型农业机械的作业
优势更加明显，原先一般农户每亩
付费 100 元还享受不到农机服务，
现在每亩只要付费 65 元，农机就
随叫随到。所有农机由作业公司统

一调配，重复购机现象逐渐消失。
如今，田螺山粮食 （农机） 合
作社联合社可谓“兵强马壮”，成
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主力军，
拥有各类农业机械 172 台 （套），
作业服务范围覆盖姚东三七市、丈
亭、河姆渡、陆埠等镇，涉及 20
多个行政村的 3000 余户农户。以
三七市镇为例，该镇水稻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6.4%。
该联合社还积极发展多种经
营，增加利润增长点。如与浙江农
科院合作，试种日本越光米获得成
功，注册了“田螺山”商标，经过
分级包装后在“淘宝特色余姚馆”
上销售；利用现有农机设备发展粮
食烘干、碾米、分级包装、年糕制
作等业务，开展粮食深加工服务，
使农机服务产业链向产后延伸。
据了解，去年，田螺山粮食
（农机） 合作社联合社经营收入达
1630 万 元 ， 每 股 分 红 10700 元 ，
社员年收入普遍在 12 万元以上，
并带动周边 600 多户农户发展种植
业。该联合社已成为引领农民增收
致富的好帮手。

送欢乐

下基层

近日，由宁波市文联、余姚市文联主办的“送欢乐、下基层”文艺演
出暨大隐镇第十届“隐溪河畔”文化节文艺晚会在该镇章山村文化礼堂举
行，晚会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
吸引了近千名群众观看。
记者 胡建东摄

廉政讲座筑牢廉政
“防火墙”
近日，经济开发区邀请市纪委主要负责人，作了一场题为 《不忘初
心 继续前行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的专题讲
座，以进一步强化开发区干部的廉政意识。
记者 徐珊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