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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敏)7
月 25日，记者从市环保局
获悉，我市正式被省环保
厅命名为省级生态市。同
时，省环保厅向国家环保
部推荐，对我市开展国家
生态市技术评估。

省环保厅在推荐报告
中说，自2006年东台市启
动实施生态县（市、区）创
建以来，全力推进转型升
级、节能减排、环境整治、
生态保护等工作，取得了
积极进展。去年1月以来，
环保厅组织对东台省级生
态县（市、区）创建工作进
行了技术评估，今年3月起
又组织了考核验收，并两
次下发整改意见，提出明
确整改要求。东台市政府
对照整改意见，认真加强
整改，经环保厅审查、公
示，已达到整改要求。

我市2005年建成国家
生态示范区。近年来，全
市上下围绕“全省争先、苏
中领先、苏北率先”的发展
定位，牢固确立绿色生态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坚持
打生态牌，走绿色路，大力
度推进转型升级，大手笔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大规
模整治城乡环境，全面提
升环境质量，对照国家生
态市创建标准，我市5项基
本条件全面达标，22项建
设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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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冠 金莉莉 通讯员 崔益华 周静
波）从本月起，我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无缝对
接。仿佛是为了考验对接能力，市农保处日前同时接
受到两份不同类型的申请，一例是城乡居保转入职工
养老保险，另一例是异地职工养老保险转入我市城乡
居保。7月23日，这两份对接申请成功办结。

市民沈美凤女士申请的是城乡居保转职工养老保
险。沈女士出生于1964年7月，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养
老保险连续缴费已满15年，符合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
遇条件。她于1994年 7月又参加了城乡居保。根据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不得重复享受的规定，沈女士自愿

选择享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并申请将其城乡居
保个人账户储存额转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相应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时桂仁先生申请的是异地职工养老保险转入我市
城乡居保。时桂仁出生于1954年，供职于上海某企
业，并参加了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因其参保
缴费未满15年，不符合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所以又在我市参加城乡居保并申请将他在上海参加
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全部转入我市城乡
居保，等到符合我市城乡居保待遇领取条件时，按照
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无缝对接接受市民考验

两例不同类型对接业务同时办结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施峻）从5月下旬开
始，我市组织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及市区部分城镇居民
免费健康体检。目前全市已有6万多人参加了免费体
检。

此次免费健康体检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
头，免费体检对象是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年以上
且未发生住院费用的参保人员以及全市企业退休人
员，体检项目有内科、外科等10多项。在免费体检过
程中，全市各劳动保障机构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将体
检通知单送达到户，并协助承检医院做好体检时的相
关工作。各村（居）和承检医院集中力量，维护体检工
作秩序，严格按照体检项目规范操作，切实为体检人
员提供优质服务。

据了解，我市每2至 3年为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和
市区部分城镇居民免费健康体检，今年我市企业退休
人员是第四次参加免费健康检查，市区部分城镇居民
是第三次参加免费健康体检。通过健康体检，各劳动
保障机构将为参检人员建立健康档案，负责体检的医
疗机构也将按统一模式建立健康档案。预计今年免
费健康体检工作到11月底结束，全市约有10多万群
众受益。

我市 6 万多人
参加免费健康体检

本报讯（记者 赵小石）7月25日下午，“德耀东台”
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市行政中心大报告厅隆重举
行。盐城市委常委、我市市委书记张礼祥在讲话中强
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深入开展学习宣传，推
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崇德
向善、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共同谱写“中国梦”东台篇
章。

“德耀东台”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既是我市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举措。下午3
时整，报告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江苏省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江苏省最美家庭崔卫香，盐城市
道德模范、盐城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王爱莲，盐城市优
秀人民警察夏海松，盐城好人、东台市道德模范蒋信，
盐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义工联群体代表葛敬军
等5位同志，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作了一场生
动形象、感人至深的报告。

张礼祥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报告团成员
和“东台好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东台自古以来
崇文重教，民风淳朴，孝贤文化、三相文化、创业文化形
成了丰厚的道德土壤。特别是近年来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涌现出
一批道德模范，先后有5人当选为“中国好人”，20多人

当选为省和盐城市道德模范，他们用爱心和善举，传递
了时代发展正能量。

张礼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
把涉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
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全市上下、各层各级要大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
观，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围绕实
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立足东台实际，紧扣“三先”定位，全面深化改
革，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步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加
快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好“中国
梦”的东台篇章。要大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积极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结
合深化教育实践活动，把民生幸福作为永恒的目标追
求，更多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解决民生难题，
更大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
和学法守法，创造人人平等、公平竞争和奋斗出彩的机
会，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大力培育和践
行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切实
加强道德建设。要把爱国与爱东台、爱家乡结合起来，
以干事创业的激情、求真务实的作风，把东台建设得更
加美好；要把敬业与爱岗奉献结合起来，忠于职守、尽职
尽责、勇于创新，在各自岗位上争创新业绩；大力弘扬诚
信友善品德，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切实把核心价值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典型、弘扬正
气，造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报告会上，张礼祥为今年第二季度“东台好人”殷
荣观、梅秋香、曹小凤、王应亮、周正华、赵维东、周元
官、夏海松、赵秀和和义工联群体代表葛敬军一一颁
奖。磊达、久兴、东强、汇利、茉织华和宏泰公司等27
家企业代表现场参加“情满东台”慈善捐赠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卫红在主持讲话中要求，各镇
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好向先进典型学习活
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
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使“德耀东台”成为全
市上下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要全力推动慈善事业
发展，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把学习先进典型与做好
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汇
聚改革正能量，共创美好新家园。

顾鹏飞、崔康、崔文军、鲍宇、李志军、黄淑华、许峰
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7月25日，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匡廷云一行来我市考察沿海地区微藻开发
和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等，指导赐百年生物公司藻蓝
蛋白产业化开发。

赐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海洋
微藻新能源研究、生物技术孵化与生产的高新技术
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微藻生产与研发基地，拥有
美国有机认证、中国绿色食品认证、ISO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等一系列证书，先后被评为高新技术
企业和江苏省产品出口示范基地等，产品不仅畅销
大陆、港台地区，还远销日本、美国、法国、墨西哥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天，匡廷云院士参观了弶港文化展示馆、条子
泥围垦、“风光渔”互补产业基地、赐百年公司项目
建设现场，认为我市沿海地区发展前景好、空间大。

市领导许峰、王波参加活动。

中科院匡廷云院士
一行来我市考察指导

记者 张一峰 崔冰清 陈美林

没有彩旗鲜花，有的是掌声和感动；没有星光大道，
却传递出令人振奋的正能量。7月25日下午，我市隆重
举行“德耀东台”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10位新当选的
东台好人登台领奖；5位先进典型动情述说他们的凡人
善举；20多位企业家代表现场捐献，两个小时不到的会
议，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

感动源于普通故事里的点点滴滴，源于平凡人生中
蕴藏的崇高境界。一场事迹报告会，让大家经受了一次
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洗礼，受到了一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再教育。

凡人善举 烛照人性光辉

伴着轻快祥和的颁奖音乐，十名普通但不平凡的市
民从市委主要领导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奖杯 。

他们是：10多年坚持无偿献血的殷荣观，积极开展
民间公益活动的义工联群体，见义勇为勇救落水群众的

王应亮，奋不顾身协助抓捕逃犯的村民周正华，诚实守
信、致富不忘乡邻的企业家赵秀和，诚信创业的企业家
赵维东，敬业奉献任劳任怨坚持在一线执勤的民警夏海
松，爱生如子的中学教师梅秋香，孝老爱亲超越血缘之
爱的好父亲周元官，亲如闺女的好儿媳曹小凤。

他们的先进事迹令人感动，催人奋进，为全市人民
放了好样子，营造了好风尚，也提升了东台的对外美誉
度。

一个个“平民英雄”，一则则善行义举，一阵阵经久
不息的掌声，5位“德耀东台”报告团成员质朴而真情的
演讲把报告会推向了高潮。崔卫香、王爱莲、夏海松、
蒋信、葛敬军，那些普通而不平凡的善举，令人们情不
自禁地鼓掌致敬，一股浓郁而强烈的正能量在会场里发
酵、奔流，激荡在每个人的心间。

当崔卫香讲起自己15岁时养母瘫痪，不得不退学
回家照顾双亲，平生第一次种地，第一次为母猪接生
时，她流泪了，现场不少人也都跟着感慨万千，眼中噙
着泪水，而讲到她迎来了自己的爱情，带着瘫痪养母和
患病养父一起出嫁，现如今小夫妻俩相爱和睦，美满幸

福时，大家都很欣慰，好人终有好报。
当王爱莲再次回忆起那个寒冬腊月，自己不顾身体

孱弱，不会游泳，却毅然跳水救人时，很多人都被她的
勇敢而感动，也是在这次讲述中，大家知道，舍己救人
之外，她还是一位良师，多年来她默默地为贫困生添衣
置物，用爱照亮学生前行的道路。

一身警服，铿锵有力的陈述，这是交警夏海松，在台
城的路口大家经常见到他，见证了他 9年多的马路坚
守，听着他的讲述，大家渐渐理解了他的“不知变通”，
更对他通过说理执法把当事人说通表示钦佩。

88岁的蒋信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来到现场，由陆霞
代讲，当讲述人讲到老人生活俭朴，把省下来的10多万
元都慷慨地捐给了贫困的学生，资助了省内外71名特
困生时，大家都不禁为这位可敬的老人鼓掌。

站在讲台上的葛敬军，很多人并不一定认识，但是
当他说起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义工时，很多人都微
微一笑。正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牵头组织了我市义工
联，两年来，先后组织了上百人参与公益活动，累计捐
款、捐物10多万元，温暖了东台大地。（下转第二版）

人性的光辉 时代的风采
——“德耀东台”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侧记

图为张礼祥为我市第二季度“东台好人”颁奖。 徐越峰 摄

唱响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我市举行“德耀东台”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张俊宏 周陈华）近日，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全省法院2013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市人民法院被授予集体一等功，是盐城地区
唯一获此殊荣的法院，

去年以来，市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全省争先、苏
中领先、苏北率先”的发展定位，积极践行“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凝心聚力、锐意进取，
实现了执法办案、服务大局、创新创优、队伍建设等
各项工作新提升。在 2013年盐城中院组织的“双
考”“双评”综合考核中位列盐城9家基层法院之首，
被表彰为“先进法院”，并被授予“审判质效先进
奖”、“调研信息宣传三项工作先进奖”，连续五年被
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综合先进单位”。

市人民法院被省高院
记集体一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