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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您们好：
自 2014年 7月 1日起，靖江市苏瑞税

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从原老国税大楼
（骥江路 53号）搬迁至新址办公。现将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原一楼申报、认证、代开增值税发
票业务部搬至原大楼后面附属楼二楼，联
系电话：0523-84837392、0523-84894505。

二、原二楼审计部及管理等部门搬迁
至迎宾东路 28号靖城街道办 2号楼二楼
（原靖城中学内），纳税服务、纳税鉴证等项
目 联 系 电 话 为 0523-80236290、
0523-80236268、0523-80236209。

三、八圩、西来、长里、城北园区、季市

代理分部办公地点及联系电话均不变，其
中：

八圩代理分部：84611021
西来代理分部：84235006
长里代理分部：84500106
季市代理分部：84543070
城北园区代理分部：84980205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注

与支持，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提供优质的
服务！

特此公告

靖江市苏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靖江市苏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迁 址 公 告

报名地址：靖江市开发区中洲路33号
联系电话：0523-84879066

招 聘
靖江市新程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因生产需要招聘以下人员:
自动线冲压工30人 2500~6000元/月
焊接工5人 2300~5000元/月
检包工25人 2000~4000元/月
产品工程师 大专以上学历 15 人。

2500~6000元/月
以上人员男年龄 18~40周

岁，女 36周岁内，一经录用,即
办缴五险一金。

本报讯 （记者鲍楚佳）日前，南通如皋的
孙先生致电本报，称他的儿子独自跑到靖江，
幸好得到西来镇好心人林磊的帮助，得以安全
回家，孙先生通过本报向林磊表示感谢。

如皋的小孙今年15岁，前些天，他和家人
发生争吵，随后离开家里，直到晚上也没有回
家。孙先生夫妇四处寻找，小孙的同学告诉他
们，小孙曾说要离家出走。孙先生发动亲戚朋
友们帮忙寻找，直到第二天早上，孙先生的手
机上接到小孙的电话，可电话那头并不是小
孙，是一名自称叫林磊的靖江男子，林磊说他
遇到了小孙，知道他是离家出走，已经劝服他
回家，让孙先生夫妇到西来镇接小孙。

当天下午，孙先生夫妇开车来到西来镇，
林磊和小孙如约在当地等候，看到儿子的孙先
生非常激动，再三对林磊表示感谢，林磊说这
是他应该做的，随后就离开了。孙先生回忆，
林磊是个 20多岁的小伙子，他说自己是大学
毕业生，就住在西来镇上。

如皋男孩出走来靖
西来小伙劝其回家

让珍稀让珍稀彩叶枫彩叶枫
在靖江生根在靖江生根

□本报见习记者朱凌云

张
炳
华

近日，江苏海选“2014我们身边的好青年”大型网络推荐
活动正式启动。在 150多位候选人中，50号张炳华是唯一入
围的靖江人，“最善创新”是他的标签，“敢想敢做”是他的青
春梦想。年轻的他常奔波于田间地头，流连于彩色枫林，施
肥灌溉、修剪扦插，忙得不亦乐乎，他是泰州地区成功种植彩
叶枫的第一人。

张炳华今年 34 岁，是生祠
人，也是靖江市顺禾合作社技术
负责人。他毕业于浙江宁波城
市技术学院园艺专科，而后回到
家乡，加入了合作社。他用自己
的知识帮助合作社提升技术水
平，发展现代农业，让合作社蔬
菜、瓜果产品的生长步入科学化
运作的轨道。

张炳华热爱新鲜事物，他自
己也没想到4年前的上海世博会
之旅，彻底改变了他的事业轨
迹。“当年的世博会真是美轮美
奂，各个国家都用最珍稀、最具
代表性的植物来装点博物馆，在
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彩叶植物。”
张炳华回忆时仍然很兴奋。

回靖后，张炳华萌生了种植

彩叶树的大胆想法，他认为随着大
众审美理念的转变，千篇一律的绿
色植物将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要
求，“绿化”将逐步演变成“美化”，
丰富植物的色彩。可是目前，国
内的彩色树研究仍处于萌芽期，
市场上优良的彩叶树非常少，在
泰州地区更是前所未有的，但张
炳华并不畏惧，抓住了这个机会。

瞄准目标后，张炳华开始着
手去做，他在生祠镇高效农业区
内开辟了2亩地培育彩叶树。他
首先选择了经济效益最好的“彩
叶枫”，“彩叶枫”属于大概念，它
还包括成百上千个子品种。他委
托苗木公司从国外引进了 16种
珍稀的彩叶枫，这些树苗虽然只
有20~70公分高，但最贵的“本尼
欧塔克”一株达到5万多元。

“树苗种下后，我天天观察
它们的长势、适应情况，没日没
夜地在大棚里守着，自己变得又
黑又瘦，真成了‘树农’。”张炳华
笑说，即使这样也没能避免彩叶
枫的生长问题。他遇到的最大
挫败是在 2012年，1万棵“橙色
梦想”只存活了4千棵，他一下子
损失近 60万元。“看着死去的树
苗很心痛，但我不服输，年轻就

应该有冲劲和热情。”谈及那段
艰难的岁月，张炳华感触颇深。

他先后到浙江丽水农科所和
中国林科院种苗繁育中心学习、拜
访专家。经老师指点后，他了解到
靖江的土壤偏碱性，有轻微粘性
而且水位较高，不利于枫树的生
长。于是，张炳华从改良土壤到
改变管理方式一一攻破，渐渐成
为了彩叶枫种植方面的专家。

走进张炳华的彩色枫树种
植基地，金黄、浅黄、奶白、深红、
苹果绿……五彩枫叶让人眼前
一亮。“这是‘挪威槭—普利斯
顿’黄金枫，叶片颜色从春到秋
会变成淡黄、柠檬黄、金黄，是欧
美国家主打的迎宾树，被称作绿
化里的‘明星树’，这是我和美国
专家合作培育的，是稀有树种，
之前国内还没有人培育成功
过。”张炳华介绍，该品种黄金枫

明年会大量繁育。
彩叶枫的旺盛蓬勃离不开

张炳华科学的养护管理，他还在
实践中研究种植技术。张炳华
曾遇到一种奇怪的枯枝病，树根
活着，但树枝枯死了。他分析是
种苗本身有毒素，他“对症下
药”，研制出托玛琳石水处理种
苗种子设备，种子和种苗经过设
备进行前期脱毒，拥有了自身免
疫力，后期避免了很多疑难杂

症。张炳华这种给种苗“打预防
针”的种植理念得到了国内很多
育苗专家的认可。

后来，张炳华投入了更多精力
研制科学高效的装置设备，红枫
快繁育一体化智能控制器、感应
式自动补氧设备、槭树科植物叶
面色彩校正装置、新型负离子植物
快速生根培养设备……这几年，张
炳华自主研发的枫树种植方面的
设备已经拿到9个实用性专利。

现在，张炳华在生祠镇高
效农业区内拥有 500亩的彩色
枫树种植基地，163个槭科枫树
品种，彩色枫树苗销往全国各
地，他的管理团队日渐壮大，现
有 16人。他还邀请了台湾、浙
江等地的园艺种植专家组成

“专家包干组”长期驻田指导，
确保新品种在基地内成功“落
地生根”。

他和周边农户合作，将500
亩地分成若干个“包干区”交由
农户打理，种植所得归农户个
人，每年他还定期给农户补
贴。“这是生态农业的种植模
式，可高效利用土地，农户也获
得收成，可谓双赢。”张炳华
说。朋友侯俊峰说：“他就是一
个‘树痴’，聊起彩叶枫，他可以
讲三天三夜。从刚开始的质疑
到敬佩再到一起创业，我们学
到很多。”生祠镇利珠村党总支
书记冷红明说：“这个80后小伙
子事业心很强，晒得像非洲人
一样，每天 6点多就到基地，晚
上 7点后才回去，中午也不休
息。”

张炳华计划近期在利珠村
扩建1000亩左右的二期种植基
地，建立植物快繁科研中心，进
一步研究彩色苗木、高档水培
蔬菜的驯化和繁殖，对花卉中
药材产品进行深加工，把彩色
树种从槭枫类延伸到松柏类。
发展事业之余，他还不忘继续
充电，最近他准备重返校园，到
南京林业大学继续深造，主攻
育苗嫁接技术。

本报讯 （见习记者朱凌云 通讯员方
铭）“谢谢叔叔阿姨们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
助！”昨天，家住滨江新区华阳社区的高三学生
沙振宇接过社区工作人员送来的 1万元助学
金时激动地说。

这1万元助学金来自爱心企业家唐壮祥，
去年唐壮祥也曾资助沙振宇 5000元。沙振宇
今年 20岁，就读于斜桥中学，母亲常年卧病
在床，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家中日常开销。9
月份她将进入大学，考虑到上大学所需的学
费和生活费，唐壮祥今年增加了资助金额，帮
助她家减轻负担。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从沙
振宇上初三开始，唐壮祥就一直为她提供资
助，四年来从未间断。沙振宇接过助学金很
感动：“谢谢唐叔叔，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
助学金，在大学里努力学习，用好成绩来回馈
帮助过我的人。”

本报讯 （见习记者朱凌云）7月 15日下
午，莲沁苑社区内，一独居老人忘关煤气灶引
发火灾，所幸被邻居发现并报警，火被及时扑
灭，没有人员伤亡。

着火地点在莲沁苑 9区 27幢的三楼，70
多岁的户主魏爷爷有健忘症，15日中午，他用
煤气灶烧完午饭后忘记关上，下午 3点，邻居
闻到异味，发现隔壁屋内不断冒出浓烟。报警
后，一辆消防车来到现场，发现魏家门窗紧
闭。浓烟越来越大，救援人员搭梯子准备破窗
而入。消防人员进入后发现屋内没人，煤气灶
上的锅子被烧焦了，厨房里浓烟滚滚，他们及
时将火扑灭。

后来，魏爷爷赶回家时，也被吓了一跳。
消防部门提醒，千万不要开着煤气灶出门，老
人独自在家要小心使用电器。

企业家连续四年
资助贫困学子

忘关煤气灶就出门
邻居报警及时灭火

世博之旅结缘“彩叶树”

把国外珍稀品种带到靖江

种植设备获9项国家专利

与农户合作造福桑梓

张炳华在种苗大棚里张炳华在种苗大棚里。。 朱凌云朱凌云摄摄

红鹤 欧洲红枫扇爪柿

靖江市文明办
2014年7月17日

第二期
“道德讲堂总堂”活动启事

第二期“道德讲堂总堂”活动将

于7月18日15:00在马洲书院（靖城

街道办事处机关大院内）举行，欢迎

广大市民至现场观看，免费领票地

点：靖城街道办事处南门卫（领完为

止）。

活动同步设“空中道德讲堂”及

“网上道德讲堂”。空中道德讲堂：

FM102.4靖江交通音乐广播现场直

播，7月 25日 20:30重播；网上道德

讲堂：www.jsjjw.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