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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偲遗失太平洋保险
公司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 展 业 证 ，证 号 ：
320481199003052427，
声明作废

�柳梦莹遗失常州盛嘉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 1份，发票代码:
3200059450，发票号码:
05539841，声明作废

0519-86685553
0519-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
综合信息

减 资 公 告
经江苏林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481MA24YCHL2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200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江苏林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08月09日

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办公房招租
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
四楼，上下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
㎡+，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
便，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
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公、
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
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遗失声明

■朱雅萍 文明

本报讯 近日，由中央文明办主办的
2022 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在山东举行。经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
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
身边好人 151 人（组）光荣上榜。为市民
义务修伞 15 年的常州市民吴志佳入选助
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82 岁的吴志佳是钟楼区西直街社区
第八党支部委员，凭着一门修伞的好手
艺、一腔无私奉献社会的热情，他已经连
续 15 年 义 务 为 居 民 修 理 雨 伞 5000 余
把。每年学雷锋日，吴志佳总是第一个报
名参加社区举办的学雷锋志愿活动，为居
民提供义务修伞服务。抗疫期间，西直街
社区每个卡口上的备用伞都是吴志佳提

供的。吴志佳还经常帮助小区修剪维护
绿化、修理楼道感应灯，并时不时捐款捐
物帮助困难群众。因为扎根社区、奉献社
区，吴志佳之前荣获常州市老年之星、常
州好人、江苏好人等称号。

中央文明办连续 14 年组织开展网上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目前共有
16228 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榜”，他们用
平常心做不平常事，用小爱凝聚人间大
爱，是社会文明风尚的领跑者，为广大人
民群众树立了道德标杆和身边榜样。我
市先后有110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

吴志佳入选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榜”

■本报记者 郏燕波
汪磊 图文报道

“今年春茶上市遭遇上海疫情，如
果没有老葛兜底，真不知怎么办！”连日
来，记者在溧阳走访，茶农樊球生感慨：

“疫情导致物流受阻，兜底收购的春茶
价格不但没压，反倒提了点。老葛真了
不起！”

樊球生退休后，流转了天目湖镇桂
林村200亩荒山种植白茶，每到春茶上
市，常为销路发愁。自产自销、盈亏不
定，老樊的境遇是溧阳众多“小茶农”的
缩影。

老樊所说的老葛，是天目云露茶业
有限公司掌门人葛联敏。2006 年以
来，他通过组建茶叶联盟，实行合作化
生产，品牌化经营，逐渐把苏皖30多户
分散经营的“小茶农”和3000余劳动力
领上致富路，实现了共同富裕目标⋯⋯

开拓市场积累底气

葛联敏的创业是从叫卖茶叶开始
的。他 18 岁那年，看到家乡茶叶种植
形成规模，就租房开了一间茶叶店。

“以次充好来赚钱，是目光短视的
‘一锤子’买卖，永远固不住、揽不到更
多的客户。”葛联敏对采购的茶叶精挑
细选，只卖好茶叶，加上恪守诚信和头
脑活络，很快在溧阳有了名气，开店第
一年就赚到5万元。

赚到第一桶金的同时，葛联敏还赚
到了信誉，引来南京及周边城市客户。
在他看来，随着溧阳白茶种植规模的不
断扩大，地产地销的竞争日趋激烈，如
与当地茶农茶场争客夺利，必然导致

“十商九困”；只有向外开拓市场，才能
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此，他把广
告做到了长三角主要城市，加上品牌化
诚信经营，“天目云露”的茶叶逐渐进入
南京、上海乃至北京等城市，外地客户
比例占了 90%，创造了春茶单日销售
超300万元的佳绩。

有了外地市场与积累资本的底气，
葛联敏斥资 3500 多万元，在宁杭高速
公路天目湖道口旁购置了一幢建筑面
积达 3000 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融标准
化茶叶生产、茶文化展示交流、茶叶营
销等为一体。

组建白茶双赢联盟

量产更好的无公害生态茶，是葛联
敏的初心。他深入茶产地调研，精选白
茶生产基地，并拜访名师学习制茶技
艺。调研与拜师中，让他关注到了“小
茶农”这个群体。

溧阳作为全国闻名的茶叶之乡，白
茶面积逾7万亩，但小规模种植户却占
70%左右。种植几十亩到百余亩的“小
茶农”，只能自炒自卖或把茶鲜叶卖给
规模茶企，忙碌一季才勉强获利或收支
平衡。

2006 年，葛联敏凭借公司品牌优
势正式组建茶叶联盟，并向广大“小茶
农”抛出绣球：凡愿意加入联盟，只要按

无公害、生态化标准生产，他以统一品
牌且高于市场价兜底现金收购。

“开始我还不信，没想到葛总还真
有这个实力和能力。”茶农潘卫国说，他
种植300多亩白茶，算得上“小茶农”中
的大户了，可忙了一年却赚不到钱。加
入联盟后，从此不愁销路，且连年赢
利。“尽管管理成本高，但有坚挺的收购
价格作保障。”樊球生则表示，加入联盟
后，他心无旁骛提升茶叶品质，改变茶
园管理方式，只施有机肥，不用除草剂，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 30 多家“生态
农场”之一，每年盈利30多万元。

合作的盈利情况，陆续吸引 30 多
户“小茶农”加入联盟，优质茶基地面积
超过5000亩，苏皖3000多留守在家的
老人、妇女参与采茶。“春茶采摘期大约
半个月，一季春茶工资可达七八千元。”
采茶工王金跃说，这样还能照顾家庭，
种好口粮田。

得益于“小茶农”联合造就的优质
茶基地支撑，天目云露茶业公司跻身
中国茶叶百强企业行列，葛联敏也被
中国茶业流通协会授予“中国制茶大
师”称号。

致力促进共同富裕

茶叶联盟的致富能量，让葛联敏又
有了新的构想：吸纳帮扶更多的中小茶
农，通过拓市保驾，促进共同富裕。

葛联敏说，白茶是溧阳农业最大的
支柱产业，也是极具潜力的富民产业，
茶叶联盟该尽更大的社会责任。溧阳
目前有大小茶场300多家，有生产许可
证的只有 70 家，还有 230 多家中小规
模茶场处于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状态，
如加入联盟，可节省加工设备的重复投
资及营销成本，抱团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信息传到一山之隔的安徽省广德
县和郎溪县，众多“小茶农”纷纷前来，
表达加入联盟的意愿。葛联敏意识到，
溧阳建立的苏皖合作示范区，旨在实现
区域协同发展。跨省联盟既顺应协同
发展，又切合以强带弱、实现共同富裕
的要求。于是，他斥资购买了智能化茶
叶加工设备，引进十多名制茶和营销能
手，充实专业制茶与管理团队，以品牌
化运作拉长更大的市场半径。

今年 5 月 31 日，借苏皖合作东风
与政策召唤，葛联敏领到了“天目云露
茶业（安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广德、
郎溪两县的一批“小茶农”实现了加盟
夙愿。至此，新开拓的安徽优质白茶基
地，成为跨省发展新的开始⋯⋯

——葛联敏与苏皖“小茶农”的故事的故事

为了共同富裕

人

■记者 周洁 实习生 张宝仪
通讯员 常文旅

文旅部近日通报表彰全国文旅系统
“七五”普法60个先进单位和90名优秀个
人。常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副支队长徐静荣获文化和旅游系统“七
五”普法优秀个人称号，全省仅3人。

规范执法的同时更有人情味

今年是徐静在执法岗位工作的第 20
个年头。法律专业的她，毕业后选择了
一线执法岗位，她希望将普法融入执法，
在执法规范的基础上富有人情味。

一次，徐静遇到一起有组织批量倒卖
演唱会门票的案件，涉案的是 2 名在校大
学生，他们采取见面微信付款的交易方
式，涉案票面价值超过 64 万元。在办案
过程中徐静发现，他们的确是初犯，而且
家境贫寒。徐静以大姐姐的身份对其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还帮助他们解决了一
些生活困难。结案后，出于对他们的关
心，徐静主动为他们联系票务企业，让他
们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2名大学生特意
赶到支队向徐静表达谢意。此次案件办
理获评当年全国文化市场最佳案卷。

把普法讲堂搬到百姓身边

徐静在工作之余积极投身普法一线，

通过授课、社区问答、网络咨询等形式为
基层普法。徐静常将专业法律知识与日
常案例结合，讲解生动清晰，获得群众好
评。

徐静普法采取“三进”行动，即“进校
园”“进社区”“进小区”，深入群众开展普
法活动。因为经常进社区普法，徐静注意
到，张贴普法海报的宣传效果往往不佳，
一对一挨个儿宣传的效率也太低。于是，
徐静和支队同事共同成立悦心工作室，在
进行线下普法的同时，通过新媒体进行线
上宣传，一条条普法视频就这样通过视频
号送到百姓眼前。不仅如此，悦心工作室
还采用心理辅导普法模式，在普法、执法
中融入心理关怀。这种特别的普法模式
也成为了常州文旅的“暖心招牌”。

不断提升能力，带动队伍建设

徐静的业务能力和冲劲闯劲，让她成
为支队同事争相学习的楷模，而她也一直
努力将法律知识融于本职工作，带领同事
将常州文旅执法朝着专业化、法制化方向
发展。

2020 年，徐静成为第四届全国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特聘师资，也是全国地市级
综合执法机构中唯一的特聘师资。此前，
徐静在第二届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师
资考评中获评优秀师资。在过去的职业
生涯里，徐静先后前往全国 20 多个省份
的执法一线，交流宣传普法工作经验，牵
头完成多个国家级法律课题⋯⋯

常州一人荣获文旅部“七五”普法优秀个人，全省仅3人

徐静：20年普法始于心、践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