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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常德龙 陈永美）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从8月 15日至 10月 15日
开展为期2个月的市区交通秩序集中
整治，严查严治各类显见交通违法行
为。到目前，已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2100余起。

针对市区广大交通参与者交通安
全法制意识参差不齐的特点，大队主
动与东台日报、东台电视台和东台人
民广播电台联系，开办专题和专栏，加
大对市区交通秩序整治和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宣传，切实做到广播有声、报
纸有文、电视有影。在查纠交通违法
行为的同时，突出交通安全法制宣传，
将宣传工作纳入查处交通违法的全过
程，使广大交通参与者真正认识到遵
守交通法规为荣、违反交通法规为耻。

交警大队综合部门每天派出民警
参与早、晚高峰期间交通秩序管理。
城区全体民警和辅警实行满负荷工作
制，推进高峰站点、平峰巡线、动静结
合的管理模式，通过加大考核机制，全
面提升见警率、管事率、查处率，增强
威慑性，提升整治的实效。针对市区
交通秩序现状，强化对望海路、富腾
路、海陵路、红兰路、范公路、东亭路、
宁树路等重点路段的整治，强化对机
动车、渣土车、出租车、摩托车，非机动
车，特别是封闭式三、四轮大功率电动
车的管理、重点查纠车辆乱停乱放、电
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
和闯红灯、封闭式三、四轮电动车上路
行驶、机动车和三轮车闯禁区违反信
号灯和标志灯、酒后驾驶、涉牌涉证等

违法行为。同时，大队在一楼公示栏
中每天对民警的工作量进行公示，表
扬先进，鞭策后进。通过“抓两头、带
中间”的方式，促进市区交通秩序整治
工作扎扎实实开展。

针对个别人无视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不配合市区交通秩序整治，违法在
市区通行的情况，在强化宣传的基础
上，依法对藐视法律、我行我素的人员
进行严管重罚。

8月17日下午4时许，交警大队城
区二中队民警姜海涛率领辅警陈连喜
驾驶警用二轮摩托车在市区红兰路巡
逻至大润发路口时，发现一辆黄色电
动三轮车在红兰北路东侧非机动车道
由南向北行驶，因该路段属三轮车禁
行区域，民警立即示意其停车接受检

查，三轮车驾驶人陈某（男，家住东台
镇东亭二村）不服从交警指挥，对执勤
民警出言不逊。由于三轮车停在道路
中间，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民警
便让辅警陈连喜将三轮车推移至路
边。这时，陈某突然挥拳打向陈连喜
脸部，致陈连喜脸上鲜血直流。民警
见状立即和另一名辅警上前制止，然
而陈某不但不听劝阻，反而继续用手
抓、用嘴咬劝阻的民警和辅警,致民警
和两名辅警不同程度受伤。陈某无视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服从民警
交通指挥，妨碍民警执行公务，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
关规定。警方依法对陈某妨碍民警执
行公务的行为处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
罚。

市交警大队开展市区交通秩序集中整治

火热季节，走进瀚隆家纺公司，映
入眼帘的是自动裁床、自动包装机、电
脑缝纫机等数百台套数控设备高速运
转，成品区运货叉车往来穿梭，处处是
紧张快干的生产场景。而在镇区临街
店铺、居家屋舍内，不时会看到群众围
坐一起，手持各种材料，加工出一批批
造型精巧的玩具、布艺等外贸产品。

从现代化专业生产到全民投身创
汇，生动展示了全镇外贸出口蓬勃发
展态势。从五年前年外贸出口 300 多
万美元，到去年 1.26 亿美元，梁垛镇外
向型经济加速发展，成为全市乡镇外
贸出口排头兵。今年 1 至 8 月中旬，全
镇外贸出口额预计实现 7500 多万美
元，增长 12%；全年可超 1.3 亿美元，明
年有望冲刺 2 亿美元，“创汇小镇”特色
进一步彰显。

发展特色产业 释放“创汇小镇”活力

坚持“以工兴镇”不动摇，梁垛镇
实施招商选资和项目推进齐头并进，
培大育强特色产业，激发外向型经济
活力。近两年，以欧邦电机、马步崎电
机等一批新招引项目为代表，高效环
保电机产业集聚成势，与匠准(博古特）
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东泰恒等为代
表的高铁配件、巨纳创意等为代表的
文化创意、瀚隆家纺等为代表的高端
纺织，形成竞相发展良好格局。

落户两年多的瀚隆家纺致力打造
世界最先进家纺用品生产企业之一，

今年外贸出口近5000万美元，与去年
同比翻一番。另一外贸大户宝德电子
也迎来销售旺季，今年出口1800多万
美元。天地经纬、临达绣品、创宇玩
具、同创玩具、瑞德工艺、珠峰机械、
南丰集团、耀锋轮毂等企业出口形势
均好于预期和上年。新落户的总投资
5000万元的欧惠达光电项目起点高，
在手订单已有 800 万美元，明年可新
增出口4000万美元。

完善功能配套 夯实“创汇小镇”基础

立足自身产业优势，该镇采取一
系列务实高效举措，打造服务外向型
经济最佳环境，夯实“创汇小镇”基
础。去年5月份以来，围绕打造电机特
色产业园，新建临塔大道1公里，新建
总面积 400 平方米电机展示厅，建成
1200平方米公共服务中心，提升了园
区承载力和影响力。今年新开工建设
随缘机械、佳茂隆机械、凯尔宏机械、
润碧、欧惠达5个项目。

鼓励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走
出去”发展，扩大出口实绩。珠峰纺
机、天地经纬等利用网络平台拓宽销
售渠道，产品畅销欧美、东南亚。建立
重点出口企业联系制度，为其人才引
进、新品开发、招录员工等提供全方位
服务。瀚隆家纺与江苏职业技术学院
东台分院、盐城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校
企合作，实现共赢。培植耀锋轮毂等
一批新自营出口企业，组织企业参加

各种大型展销推介活动，加快开拓国
际市场。

引导转型升级 提升“创汇小镇”层次

坚持以转型升级为抓手，用足用
好各类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大新品研发力
度，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调整出口产
品结构。近年来，该镇累计实施技改
项目25个，完成技改投入30多亿元。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瑞典宜家公
司全球供货企业样板工厂，瀚隆家纺
引进世界一流家纺生产设备和企业管
理系统，为生产高品质产品提供可靠
保证。同创玩具坚定不移谋转型、求
创新，开发的木制益智玩具投放市场
一举成功，成为美国迪斯尼乐园、沃尔
玛超市供应商。耀锋轮毂主攻国外中
高档乘用车改装及赛车市场，加快启
动二期工程建设，扩大生产规模。欧
邦电机、马步崎电机等企业抱团发展，
建立专业研发团队，节能和环保型电
机产品领先同行，打入东南亚市场。

新兴产业蒸蒸日上，外贸出口持
续向好，梁垛镇外向型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当前，全镇上下正紧紧围绕市
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的“打造新型特
色镇村”部署，坚持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不动摇，倾力培植外贸龙头企业和
研发龙头企业，不断提升外贸出口含
金量，打造特色鲜明的“创汇小镇”。

瀚隆家纺流水生产线

梁垛镇：培树特色产业 扮靓“创汇小镇”

珠峰纺机

同创玩具

天地经纬 劲松包装

耀锋轮毂

欧邦电机

记者 王建生

“今晚我们去西撒哈拉。”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获悉东台籍

军官开小军作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将
赴西撒哈拉维和的消息，这应该是东
台籍首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立即请
朋友推荐了开小军的微信号，联系上
了这位即将出征的中国军人。

开小军是我市南沈灶人，1981 年
出生，2000 年毕业于安丰中学，2004
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并参军入伍，先后
在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南京政治学
院、国际关系学院等院校学习和培训，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校军衔。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是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的一部分，隶属于联合国停
战监督组织。在国际冲突发生时，他
们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并取得
冲突各方（国家或派别）的同意后，被
派往冲突发生地执行维和任务。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来自联合国各
成员国，其任职由派遣国政府提名，经
联合国秘书处确认后，由联合国秘书
长任命。

西撒哈拉，英文名Western Saha-
ra，地处非洲大陆西北，全境领土面积
26.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1.3万人，
行政首府阿尤恩，即女作家三毛当年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西撒哈拉由于存
在着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
（以下简称“西撒人阵”）之间的主权之
争，至今尚未确定领土归属。1991年4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
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负责监
督双方停火状况，并组织让西撒哈拉
人民决定该地区未来地位的公民投
票。但由于冲突双方在确定选民资格等
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公投一拖再
拖，西撒特派团的任期也一再延长。目
前，特派团在西撒哈拉部署有来自36
个出兵国的约230名军事观察员。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必须具备以下
资格：服役满一定年限；军衔符合要
求；具备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军事素
质与心理素质；能熟练运用地图，有识
别地面武器和飞行器的知识或接受过
相关训练；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会话、
阅读和写作；熟练掌握驾驶技术。

开小军介绍，他们这次去西撒哈拉

的观察员共有8个人，前期都参加过维
和培训和强化训练，主要是强化英语
学习和驾驶技能，因为在维和行动中
都是和来自各国的军官一起工作，使
用英语。同时，西撒哈拉地区为沙漠
戈壁，地形地貌复杂，对驾驶技能要求
较高。另外为了应对非洲的恶劣气候
和自然环境，出去之前还打了一些必
要的疫苗。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担负的任务分
为：观察、联络、监视与监督、巡逻、调
查、搜集信息与报告、组织调度等七个
方面。其中监视与监督通常包括监督
停火，监视军事分界线或停火线，监督
武器控制的执行，监督和管理交换战
俘，监督领土交换或归还，监督和监视
全民公投选举等。

在联合国维和人员中，军事观察员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常以小组甚
至以个人为单位去执行任务，这使他
们要比普通维和士兵面对更多的困
难，甚至有时候连吃饭、饮水都成为难
题。而且，因为军事观察员的维和行
动属非强制性行动，所以按规定不能
携带武器，被称为“用眼睛维和的人”，

因此军事观察员随时会面临一定危
险。

以下是记者与开小军的微信对话：
记者：前不久，两名中国维和士兵

在南苏丹遇袭，维和行动很危险。你
结婚了吧，家里支持吗？父母知道吗？

开小军：安全形势目前还是相对可
控。我们观察员在选拔时就必须是已
婚才能参加考核，家里支持但也担心，
因为前段时间维和部队发生的一些意
外。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关
键时候还是要以国家使命为重。夫人
在上海工作，孩子两个，大的儿子，马
上上大班。小的女儿，刚刚 20 个月。
父母在上海帮着带孩子。

记者：在这之前，想过出国维和吗？
开小军：想过，我有几个同学出去

过，开阔了眼界和视野，和世界各国的
军人在一起工作，取长补短，能够更好
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形象，彰显
大国责任，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外
宣传，让世界更真实地理解中国，理解
中国军队。

记者：非洲沙漠，生活条件艰苦，得
有思想准备哦。

开小军：军人不怕吃苦。
……
记者肃然起敬，点了一个大大的

赞！
8月25日晚，开小军和战友一起乘

机出发，去西撒哈拉履行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的神圣职责，彰显中国的大国
责任。祝他一帆风顺，平安归来。

“今晚，我们去西撒哈拉”
东台籍首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开小军微信采访记

记者 夏静华 顾亚娟 通讯员 朱霆

记者 张佳

“今后的工作中，我
要做个让百姓称心，让
自己满意的公务人员。”

“我愿意用创新思
维来做好工作，为实现
东台的强富美高贡献自
己的绵薄之力。”

“我将在工作中总
结经验教训，在学习中
取长补短，在实践中完
善自己，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
8 月 22 日下午，在

2016 年全市事业单位
新聘人员岗前培训班最
后的专题交流讨论会
上，学员们根据自身的
岗位实际，围绕“开启新
航程、建设新东台”的主
题，谈感想，表期望，畅
未来。不少学员朴实而
又真诚的发言与台下的

学员产生了共鸣。
为期4天的岗前培

训虽然短暂，但学员们
却受益匪浅。他们纷纷
表示，这次的培训针对
性强，内容丰富，通过培
训后，促使自己积极转
变角色，找准自身定位，
努力适应岗位，尽快进
入工作状态。

市委党校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事业单
位新聘人员岗前培训意
义非凡。可以让学员充
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增强服务群众
的意识，形成良好的工
作作风，并尽快熟悉机
关工作的程序。同时，
也为我市事业单位注入
新鲜血液，对加强事业
单位人才队伍建设、促
进我市社会事业发展具
有推动作用。

开启新航程 建设新东台

全市事业单位新聘
人员岗前培训班结业

本报讯（记者 叶东
升 通讯员 顾俊生 嵇
晓钟）8 月 19 日下午，
建行东台支行与市检察
院联合举办银检共建活
动，旨在充分发挥检察
机关为经济发展保驾护
航作用，有效堵塞制度
漏洞，进一步构建优良
的金融生态环境。

活动中，东台建行
干部职工参观了检察院

“警示教育基地”，聆听
了反腐倡廉图片展示介
绍，并与检察院有关代
表进行了座谈。双方就

今后进一步加强经济犯
罪预防体系建设，建立
案件通报、线索移送、检
察建议、高效查办等合
作模式，达成了一致共
识。同时，检察院与会
代表还饶有兴趣地咨询
了建行的快贷、优享贷
等金融产品，对建行不
断创新金融产品，倾力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举
措表示赞赏。座谈会
后，双方还举行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篮球友谊
赛。

东台建行与检察院
开展银检共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