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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大丰经
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本报即日起推出《辉煌四十年，再
踏新征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
列报道》，围绕“新型工业化、农村农
业、城市化、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专
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大丰发展的巨
大成就，书写当下大丰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谋求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老厂长好，老厂长好！”清晨散步
的时候，走在新丰镇淮海路上，袁平不
时会遇到熟悉的老工友。他们原先同
在一家企业——地方国营淮南纱厂。
作为老一辈的“纺织人”，他们对淮南
纱厂有着特殊的情结。“它可是大丰工
业的‘开山鼻祖’。建国初期，大丰仅
有这家资本家合股创办的纺织厂。不
像今天，工业企业已经遍布城乡。”袁
平的言语间还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一路砥砺奋进，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淮南纱厂历经国企
改革重组等重大变革，而今已经易名
为无锡庆丰（大丰）纺织有限公司。变
化的是名字，不变的是发展。随着无
锡庆丰设备更新改造等一系列技改项
目的实施，企业工艺水平和生产能力
更显强大，成为全区40家规模重点企
业之一。去年，公司实现开票销售4.3
亿元，入库税收540万元。和庆丰纺
织一样，大丰工业也在改革的春风中
转型跨越。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大丰工
业经济发展“速度惊人”。袁平回忆
说：“那时，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小
企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许多人托
门路，到我们纱厂求购纱线原材料。”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至1995年，全区发展乡以上企
业总数442个。油化厂、橡塑厂、无线
电厂、小海饲料厂、草庙化工厂……那
时的企业今天依然停留在大丰人的记
忆中。它们的崛起，让大丰工业经济
门类变得更加齐全。翻开1995年年
鉴资料，当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
646038 万元，一二三产比重分别为
38.1∶41.8∶20.1。透过数字不难发现，
二产的比例明显超过一产，工业经济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

当年的草庙化工厂，就是今天的
丰山集团。前不久，丰山迎来了两大
喜事，一件是建企30周年，另一件是
主板上市。30年来，丰山先后建成企
业院士工作站等多个研发平台，跻身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企业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今年9月17日，丰
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在资本市场，除了丰山，大丰还有深交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2家、香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1家、新三板挂牌公司6家，
上市挂牌企业总数苏北领先。

改革是工业经济加速发展的动力
之源。从1995年开始，乡镇企业实行
租赁、兼并、拍卖，中小国有集体企业
实行重组、股份制改造，全区工业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2001年至
2002年，大丰还对国有规模企业实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工业经济迸
发出新的活力。2002年，大丰实现工

业总产值169.62亿元，比1995年增长
162.6%，平均递增速度达14.8%。袁
平回忆说，那时全区工业主要以纺织、
机械、化工、食品为主，纺织以超过
30%的比例占第一大产业的地位。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是工业发展
绕不开的关键词。2003年以来，全区
上下大力度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全民创业，工业经济发展按下“快进
键”。到2008年，全区销售超5000万
元的企业数由2002年的41个增加到
2008年的95个，超亿元的企业数由
2002年的18个增加到2008年的50
个；入库税超千万元的企业数由2002
年的1个增加到2008年的16个。全
区纺织、机械、化工、食品四大支柱产
业占全区工业的比重分别为26.3%、
27.2%、24.5%、15.4%，机械行业成了
第一大产业。

大丰工业铭记着几个特殊的年

份。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
年，大丰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分别突
破 500 亿元、600 亿元、700 亿元和
800亿元。去年，我区实现全口径工
业开票销售 846 亿元，同比增长
13.4%。工业经济主导产业逐步向新
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智慧三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转变。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7年度实现开票销售245.2亿元，
同比增长13.5%，占全区规上工业开
票销售的34%。

今年年初，区委区政府制定了《深
入实施“六个一”工程大力推进先进制
造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培育纳
税超亿元企业、上市挂牌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规模企业、突破重大项目、扩
大工业总量，实现以质为先、质量并重
的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区实
现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444.85亿元，
同比增长13.8%。

一路奋进，工业经济挺起发展“脊梁”
——改革开放40周年工业经济发展篇（1）

本报记者 蔡剑涛

本报讯 日前，大丰高级中学高
二（7）班学生许琪晟在刚刚落幕的

“苏教国际杯”江苏省第十八届中学
生作文大赛（高中组）中，斩获特等
奖第一名，同时高一（1）班单子阳同
学获得一等奖，刷新了该校参加该
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本届大赛（高中组）约有20万人
参赛，经过层层选拔，共有319名选
手晋级现场决赛，最终决出省特等
奖20名。“苏教国际杯”省第十八届
中学生作文大赛是由江苏省教育厅

批准、被正式列入全省中小学竞赛
项目的作文比赛。大赛评委会由南
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内知名作家、
江苏省知名语文特级教师组成。

许琪晟平时喜欢读书，尤喜欢阅
读丰子恺、朱自清、王小波等作家的
作品，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写出行云
流水的文字来。多年来，大丰高级中
学重视开展经典阅读和作文教学，每
年四月的读书月活动举行得有声有
色，学生在各级各类作文大赛中屡获
殊荣，素质教育成果丰硕。（单汉江）

丰中一学生获省作文大赛第一名

本报讯 大中街道红花村坚持多
点发力，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秩
序，整治黑臭水体，提升村容环境，
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上水平。

该村加大宣传力度，新建文明
城市宣传栏宣传创文知识和创文工
作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并登门到
户发放创文宣传资料 2700 多份。
加大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投入
近20万元，新建综合服务性大厅，
实行一站式服务，让办事群众不出
村就能办成事。加大环境整治力

度，组织人员清理南翔路乱堆乱放
11处，整顿出店经营户13户，投入
机械清淤黑臭沟河12条，新增垃圾
池8个，修缮垃圾池15个，提升村容
环境。该村还投入10多万元，在纬
三路安置小区新增路灯9盏，拆除违
章建筑13个，铺设沥青路面800平方
米，补植绿化1200平方米。（陈正坤）

红花村多点发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创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讯 11月 30日，区农委组
织各镇(区、街道）农机服务负责人、
农场种植户、植保无人机用户及有
关农机产销企业人员，召开全区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暨植保无人机试
点补助培训班，宣传农机补助政策，
介绍植保无人机的飞防优势和发展
前景。

我区在实施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过程中，坚持广泛宣传与政策扶
持相结合，典型示范与服务指导相
结合，将工作目标融入乡村振兴的
具体内容。实行区镇联动搞好宣传

推广，每年区农机部门深入乡村服
务宣传推广新型农机具和扶持政
策。全区先后发展大中型拖拉机
2500多台、秸秆还田机2200多台、三
麦播种机 2300 多台、高效植保机
1250台，新上粮食烘干机386台套，
烘干能力81000吨，基本实现了粮食
生产全程机械化。今年又重点在草堰
等镇示范推广植保无人机，全区40多
台植保无人机成为“飞防”先行者，粮
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不断向智慧农业
方向发展，全程机械化更高效，农民
种田更轻松。 （周汉明 刘桂荣）

我区开展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培训

3030年前年前，，丰山集团草庙创业地丰山集团草庙创业地 9090年代年代，，丰山集团在海边建立的海滨分公司丰山集团在海边建立的海滨分公司

今天今天，，丰山集团矗立在港区的现代化工厂丰山集团矗立在港区的现代化工厂

法治创建一起来 有你参与更精彩

本公司在建项目需购买配电箱、
桥架、阀门一批，现决定对以上材料
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供应商。具
体以招标人提供的材料清单及规格参
数为准。请申请单位于2018年12月
5日至2018年12月9日，每天上午8:

30至11:30，下午2:00至5:00到江
苏大丰港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地
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江苏海洋产
业研究院十层1019室，电话：0515-
83289222）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

联 系 人 ：何 承 荣 手 机 号 ：
13584779721
江苏大丰港工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4日

招标公告（二次）

根据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三龙镇龙西村垃圾
桶及火剪采购项目开标和评标工作已经结束，中

标候选人已经确定。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2018年12月6日至2018年12
月10日，以书面形式向招标采购单位提出质疑，逾期将不再受理。

招标采购单位：盐城市大丰区三龙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中标公示

2019 年防护林土地平整工程
经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工程造价约
28 万，现对外公开招标，择优选定
承包人。

投标申请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的三级及以上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或三级及以上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且具
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

人企业，报名者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
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本人
社保证明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资质等级证书副本复印件、安全
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等（复印件须
装订成册并加盖单位公章），到江苏
正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大丰
国际软件园11#楼101室）报名。联
系电话：18796548999 报名截止时
间：2018年12月10日17时。

招标单位：盐城市大丰区沿海林场
2018年12月5日

招标公告

盐城市大丰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劳保用品
采购项目现决定对外公开招标。本项目采购
内容为：阿道夫洗发水500ml830瓶、奥妙除
螨除菌洗衣液2.6kg830瓶、雕牌176g*3块透
明皂830组、佳洁士3d炫白双效180g牙膏
1660条，总金额约9.9万元。凡有意向的具有

上述项目供货能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许可
的，注册资金不小于50万元的投标人，请于
2018年12月11日17：30时前携授权委托书
原件、报名经办人身份证和企业营业执照原件
及复印件到盐城市同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常
新南路上海花园18幢104号）办理报名手续
并购买招标文件。

盐城市大丰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联系人：杨
友龙 联系号码：13962093351

招标公告
根据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本招标文件的规定，盐城市大丰区
小海镇垃圾桶采购及伴随服务项目的评
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经确定。现
将中标公示如下：

中标人名称：沭阳宝木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中标价：75800.00元。自本结果公示
之日起三日内，对中标结果没有异议，招标
人将签发中标通知书。

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人民政府
江苏昱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小海镇垃圾桶采购及伴随服务项目中标公示

根据工程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该工程招标文件的规定，盐城市大
丰区小海镇垃圾分类处置有机厌氧发酵设
备安装工程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本次项
目中江苏升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运建
设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广恒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均未按照要求提供安装调试方案等内
容，均符合性审查不通过。现将中标候选
人公示如下：第一名：南京攀科乐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328900.00元，第二名：江苏博闻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335400.00元，第三名：
上 海 野 马 环 保 设 备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339000.00元。自本中标候选人公示起
三日内，对中标结果没有异议，招标人将
签发中标通知书。

盐城市大丰区小海镇人民政府
江苏昱丰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小海镇垃圾分类处置有机厌氧发酵设备安装工程中标候选人公示

大丰经济开发区建设村党群服务中心电
脑、复印机采购项目现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择优
选定供应商。投标人须具有相关经营许可范围
的独立法人企业，具有相应售后服务能力。请
投标申请人于2018年12月10日18时前至江

苏兴华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报名并领取
招标文件。报名经办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
工，报名时须携带单位行政介绍信或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联系人：葛健，
联系号码：18261203727，联系地址：大丰高新
区五一路5号希望小镇1#楼。开发区纪工委监
督电话：0515-83600609、0515-83600605。

招标公告

三龙镇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场站进出
口桥（涵）工程现决定进行公开招标。邀
请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独立法人企业到盐城市
大丰区泰西村康居小区666号（便民服

务中心二楼）报名。报名者须为单位正
式员工携带保险证明、授权委托书、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等（复印件须装订成册并加盖单
位 公 章 ）。 联 系 人 ：朱 先 生
15261991871，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10日17时前（节假日接受报名）。

盐城市大丰区三龙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招标公告

大丰经济开发区建设村党群服务中
心办公家俱采购项目现对外进行公开招
标，择优选定供应商。投标人须具有相关
经营许可范围的独立法人企业，具有相应
售后服务能力。请投标申请人于2018年
12月10日18时前至江苏兴华工程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报名并领取招标文
件。报名经办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
报名时须携带单位行政介绍信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联系人：葛健，联系号码：18261203727，
联系地址：大丰高新区五一路5号希望小
镇1#楼。开发区纪工委监督电话：0515-
83600609、0515-83600605。

招标公告

大丰经济开发区建设村党群服务中
心空调采购项目现对外进行公开招标，择
优选定供应商。投标人须具有相关经营
许可范围的独立法人企业，具有相应售后
服务能力。请投标申请人于2018年12
月10日18时前至江苏兴华工程项目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报
名经办人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报名时
须携带单位行政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联系人：
葛健，联系号码：18261203727，联系地
址：大丰高新区五一路5号希望小镇1#
楼。开发区纪工委监督电话：0515-
83600609、0515-83600605。

招标公告

●肖卫红、陆建遗失儿子
陆宇洋的出生医学证明一份，
出生证编号为：G320188032，
声明作废。

●宗海遗失江苏黄海港城实业有限公司开
出的预收房款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发票
号码分别为：08961943（金额：肆拾五万元整）、
09006972（金额：肆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吴文祥遗失盐城悦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悦珑湾花园25-2004室的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票
号为：08214492，金额为：贰万

元整，声明作废。
●夏晓栋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一本，证件

编号为：JC320982197802040419，声明作废。
●施正坤遗失位于大中镇红花村一组三排

十一号的房屋准建证一份，号码为：531918，建
筑面积：105.5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中标候选人名
称

投标报价(元)

第一名

江苏鸿宁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74900.00

第二名

江苏百之川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73500.00

第三名

宿迁具之达商贸有限公
司

70400.00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
年，也是大丰盐垦公司成立100周
年。区政协、区委宣传部、文广新
局、文联联合举办“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暨大丰盐垦公司成立100
周年书画展”，活动由区诗画社、
文化馆承办。

书画展展期为 2018.12.4—

2019.1.25。展览地点：大丰区美
术馆（区商业步行街文化馆三楼美
术馆，请从文化馆一楼南门进入），
参观时间：上午8：30—11：30，下
午2：30—5：30，节假日正常开放。欢
迎广大书画爱好者、中小学生、市民
朋友们自行前往；团体参观请联系：
0515—83524499，联系人：丁老师。

书画展参观启事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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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志愿精神弘扬志愿精神 做最美志愿者做最美志愿者
热烈庆祝第三十三个国际志愿者日热烈庆祝第三十三个国际志愿者日（（1212··55））

今年12月5日是第33个国际志愿者日。近年来，我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广泛宣传普及《志愿服务条例》，不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和组织，丰

富志愿服务活动形式和内涵，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自2015年起，我区依托志愿江苏（大丰）平台，开
展志愿者登记、注册、项目发布、招募、展示等工作，志
愿服务管理进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市民可以通过
志愿江苏（大丰）平台随时申请志愿者登记、注册，实
现志愿者招募经常化。400多名骨干志愿者成立网络
文明传播志愿者QQ群，常年互动交流志愿服务工作，
推动志愿服务活动便捷化。坚持先培训、后上岗，建
立志愿者培训师队伍，在学校、社区等建立志愿者培

训基地，开设网上志愿者培训课堂，对新注册志愿者
普及志愿服务理念，传授服务技能，提高志愿者能力
素质，推进志愿者培训制度化。至2018年 10月底，志
愿江苏（大丰）平台的注册志愿者人数为73004人，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城镇常住人口比例 17.15％；注册志
愿团体 455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 7877 个，活跃
志愿者45232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人数占注册志愿
者总人数的61.96%。

我区以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景区景点、窗口单位等为重
点，加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促进学雷锋活动向纵深发展。

全面覆盖，不留空白。全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由区文明
办统一指导、规划，各镇、各街道、各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
镇、大中街道、丰华街道、行政审批局、人社局、公安局负责各
自便民服务大厅；卫计委负责所有医疗卫生计生单位；交通
局负责汽车站；旅游局、港区、新丰镇、草堰镇、大中街道负责
所属知青农场、海洋世界、大丰港动物园、荷兰花海、梦幻迷
宫、梅花湾；城管局、住建局负责包干的鸿基汇金购物街、永
泰广场；城管局、民政局、丰华街道负责所属银杏湖公园、施
耐庵公园、东郊公园；文广新局、教育局、住建局负责所属文
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馆、规划馆；大
中街道、丰华街道、开发区负责所属社区；区税务局、邮政公
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自来水公司、住建局、供
电公司、各银行网点、公安局负责各自营业厅、银行网点和其
他窗口单位。

对照标准、规范服务。各志愿服务站点均按“九有”要求
设置：有办公室，有工作台，有站点标贴，有服务热线电话公

示，有着志愿服务装专职人员及志愿者花名册，有服务项目
或内容公示，有计划和活动成效图片展示，有工作站制度或
管理办法（包括奖励回馈制度），有现场便民服务设施。设立
的学雷锋志愿服务专门站点内，志愿者们统一穿戴志愿服务
红马甲，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志愿服务，发现不文明现象
和行为及时礼貌提醒劝阻，真正让市民感受到志愿者就在身
边。组织广大志愿者认真学习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熟悉
和践行“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

活动丰富、成效明显。我区坚持把志愿服务作为引领社
会风尚的主抓手，创设活动项目、搭建活动载体，真正让志愿
服务活动凝聚人、影响人、感染人。常态化开展“益呼百应”

“礼让斑马线文明劝导”“绿色骑行倡导低碳出行”“旧衣物捐
赠”“访千楼进万家”“青春助力文明创建共筑幸福家园”“关
爱留守儿童”“保护母亲河”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身边
好人”“道德模范”系列活动评选和宣传。同时，充分发挥盐
城市级以上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和广泛带动作用，建立文明
单位志愿服务组织与社区结对帮扶机制，“定点、定时、定内
容”开展不同层面的志愿服务。

爱心素食馆爱心素食馆20182018年元旦年元旦““党员心连心党员心连心””公益文艺汇报演出合影公益文艺汇报演出合影

策划：袁金荣 冯永义 组稿：黄旭东 胡 楠

推荐名单

王媛媛

施遇华

赵婷婷

吴前锋

顾红梅

高文汉

韦露露

陈 燕

周中进

龚 敏

王海燕

朱 蕊

于通林

朱余生

朱粉平

汤协元

吴加荣

李 静

王 萍

田秀华

肖柑林

朱安祖

杨 晔

王 骏

张熙杰

季潇潇

陆志祥

孙亚东

王 玲

倪洪祥

周品娟

宋银山

葛海萍

刘兴康

宗亚萍

马丽萍

张 雨

邹成德

刘慧敏

袁阳益

推荐单位

供电公司

人民检察院

税务局西团分局

税务局

刘庄镇卫生院

南阳中学

财政局

人防宾馆

第一小学

青少年活动中心

人民医院

国土局

行政审批局

老街社区

三龙镇龙王庙居委会

审计局

图书馆

新丰镇政府

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小海镇中心小学

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农商行

江苏大丰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爱心素食馆

南阳镇民政办

市场监督管理局

城中社区

大华社区

大新社区

东宁社区

飞达社区

人民社区

义工联

沿河社区

大刘社区

新德社区

滨河社区

城南派出所

所在志愿服务组织

供电公司“电奉善”志愿服务

“星星点灯”志愿服务团队

税务志愿服务队

税务志愿服务队

刘庄镇卫生院

小麋鹿素质拓展中心

财政局“爱心财政志愿队”

众心助困联合会

第一小学杏园志愿服务队

青少年活动中心志愿服务队

“白衣天使”志愿服务队

阳光国土志愿服务队

行政审批局志愿服务队

老街社区志愿服务站

红十字养老照护志愿服务队

盐城市登瀛志愿者协会大丰分会

阳光审计志愿服务队

图书馆志愿服务队

新丰镇志愿服务队

大丰义工联合会

住建局志愿服务队

银杏湖公园志愿服务队

大丰义工联合会

农商行“博爱行”机关第二服务队

大丰义工联合会

爱心素食馆志愿服务队

南阳镇志愿服务队

市场监督管理局志愿服务队

城中社区志愿服务站

大华社区志愿服务队

大新社区志愿服务队

东宁社区志愿服务队

飞达社区志愿服务队

大中街道人民社区

大丰义工联合会

沿河社区帮扶志愿者服务队

大刘社区志愿服务队

大中街道新德文化志愿服务队

滨河社区志愿服务队

新村社区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项目

电力安全进校园

“关爱困境儿童”、打通“最后一公里”、“星星点灯”工作室系列普法活动

创文创卫服务活动

无偿献血、法律咨询、扶贫济困

医疗卫生保健志愿服务队

关爱特殊群体服务 扶贫服务（丰宜远航）保护母亲河的环保服务

帮扶贫困群众、社区环境清洁、照顾留守儿童

关爱留守儿童 关注重残家庭 关爱困境儿童 资助贫困学生

关爱社会

关爱留守儿童，关心残疾儿童，社会弱势群体

社区义诊及进行健康知识讲座、陕西宜君义诊

关爱他人、交通劝导

敬老助残

帮老助残

养老照护

看望抗战老兵、敬老院老人、失独家庭、困境青年

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

开展全民阅读推广、关爱留守儿童、普及文明礼仪、普及环保知识等方面

孝老爱亲、助人为乐、敬业奉献、诚实守信

为服务对象改善伙食、打扫卫生、陪伴聊天等

义工联组织的走进二院“陪伴行动”、“搭把手帮扶行动”、“素食馆服务行动”等

银杏湖公园向导、协调游客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等

参与“补爱行动”、“助残陪伴行动”、“搭把手行动”、“爱心素食馆”活动等

关爱孤寡老人

义工联服务、水滴筹捐款等

关爱他人

义务为全镇五保户、困难户及60周岁以上老人服务和烈士塔义务清洁

无偿献血

助老志愿服务

党员义工志愿服务队

关爱困难群众

治安维稳、宣传教育、环境保护

关爱老人、儿童

清理积雪、关爱未成年人及留守儿童

帮助敬老院老年人、二院病人免费理发

帮助困难居民

环保服务、敬老服务、义工服务

为辖区内居民志愿服务

送文化、敬老助老

治安巡逻

累计服务时长

248小时

数百小时

300小时

200小时

100余小时

40小时

210小时

247 小时

280小时

480小时

312小时

82小时

60小时

30小时

520小时

250小时

240小时

95小时

118小时

30小时

275小时

四年

320小时

99小时

约120小时

215.5小时

近30年

16年

181小时

85小时

150小时

36小时

30小时

39小时

30小时

102小时

181小时

60小时

36小时

200小时

义工联义工联““搭把手感恩节搭把手感恩节””志愿者特别行动与困难家庭交流志愿者特别行动与困难家庭交流

大丰区2018年度优秀志愿者

少儿图书馆志愿者帮助指导小朋友阅读课外书籍少儿图书馆志愿者帮助指导小朋友阅读课外书籍

荷兰花海志愿者为游客宣讲文明旅游知识荷兰花海志愿者为游客宣讲文明旅游知识、、免费提供儿童手推车免费提供儿童手推车

大华社区志愿者开展大华社区志愿者开展““端午送关爱端午送关爱””活动活动

白驹镇志愿者开展关爱白驹镇志愿者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活动活动

阵地：

盘点：

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