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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奖 故 事

沿海经济区按照“珍贵化、彩色化、效益化”要求，坚持因
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在 228 国道两侧打造绿色通道。在绿
化现场可以看到，水杉、刺槐、红叶李等绿植迎风而立，绿化
景观效果显现。记者 张佳 摄

记者 陈美林

日前，领胜集团华东地区营运
总监赵志刚特别的忙碌，二期工程
的智能化装备刚刚进场，三期工程
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忙碌，是赵志刚每一天的工作
状态，去年公司实现开票销售12亿
元、入库税收7400万元，跻身盐城

四星企业行列，这也
正是赵志刚忙碌的结
果。

2014 年，凭借在
电子信息行业特别是
模切研发制造方面的
丰富经验，赵志刚被
领胜集团聘请担任华
东地区营运总监。来
到东台的三年多时间
里 ，他 用 智 慧 和 汗
水，带领领胜员工一
起，孜孜以求创业创
新。一幢幢厂房拔地
而起，一张张订单纷
至沓来，一个个高新
技术产品远销欧美，

他用忙碌为我市献出了一个高科技
产业智慧城，用“领胜速度”诠释了
一个新东台人扎根东台、奉献东台
的精彩故事。

今年赵志刚给企业定下的任务
是入库税金1亿元，创成盐城五星
企业。完成这样的任务，赵志刚显
得信心十足。他说，他的信心来源
于企业的发展，今年以来，企业正

把智能制造作为提高产出效益的主
攻方向，着力推进生产过程智能
化。目前，二期工程拟全部新上智
能化装备，4月份首批 120 台日本
进口CNC、2条PVD电子材料生产
线进场安装，6月份还将有2条新型
电子元器件生产线及自动磨具加工
中心进场安装调试，预计全年投入近
6000万元。此外，公司还在加快建
设MES系统和MMS系统，对生产
过程实时监控，对产品质量全程追
溯，力争在东台建成领胜集团第一
家智能制造样板车间。

技术是企业的生命，近年来，公
司不断汲取现代科技营养，开展技
术创新、工艺革新、产品升级，先后
申请专利近20项，在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的同时，节省各类成本
2000多万元。公司与数所知名高
校合作，加大核心产品研发，牢牢
把握行业发展制高点。今年以来，
公司还加快创新载体建设，在东台
设立领胜集团模切研究院分院，力
争年内申报江苏省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领胜在东台的发展，不仅为我

市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也
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人才本土
化，是赵志刚一直以来的招工理
念，在东台的这些年，公司密切与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东台分院、
盐城生物工程学院等高职院校合
作，开办“领胜”冠名班，实行员工

“订单式培养”，着力打造一支结构
优、技能高的实用型人才队伍。同
时，有计划、分批次地培育一批本
地骨干，让他们成长为研发、生产、
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为公
司在东台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智力支持。

虽然来到东台才三年，然而三
年里，赵志刚不仅融入了这方土
地，更喜欢上了这里。他说，爱的
最好方式是回报，他将更加努力地
工作，带领企业发展，加快打造“电
子信息全产业链高端基地”，以更
好的业绩献礼第二故乡。

领胜集团华东地区营运总监赵志刚

以更好的业绩献礼新故乡

丁峰 陈永美

5 月份以来，我市境内
路段先后发生 10多起因晚
间行人在路上散步而酿发
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
勘察事故现场和调查取证，
在事故中，被撞伤的行人都
是晚饭后在道路上散步健
身的人。为此，警方提醒晚
间上路散步的行人，在道路
上行走时，要注意做到以下
几点：

一是行人应当在人行道
内行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
边行走。

二是行人到过路口或者

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
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
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
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
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
横道，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
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观察
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
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
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
途倒退、折返。

三是行人不得跨越、倚
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扒
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
道路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

四是行人列队在道路上
通行，每横列不得超过2人。

交警提醒行人：
夜间上路散步要注意交通安全

记者 许翰文

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
个“工作狂”，工作没日没
夜，甚至在他的字典里，没
有“星期天”这个词。在纳
税人眼里，他服务热情，从
不推脱，他就是市地税局征
管和科技发展科科长梅永
扬。梅永扬从事税务工作
已经 20 多年，兢兢业业工
作，一心一意为民，以创新
的工作理念，务实的工作作
风，诠释着地税干部应尽的
工 作 责 任 和 社 会 使 命 。
2013 年他荣获盐城市第八
届劳动模范称号、2014年被
评为“盐城地税20周年建功
个人”。

梅永扬担任科室负责人
之初，正值地税部门实施征
管改革的关键时刻，征管体
制不健全、部门职能不明
晰、流程管理不到位，阻碍
了改革的顺利推进。作为
牵头部门的负责人，他积极
排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
真分析问题存在的主要原
因，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措
施。同时，坚持还责还权于
纳税人的理念，推行流程再
造，对征收服务、基础管理、
风险应对、税务稽查等各部
门的职能和工作流程提出
了合理化建议。积极探索
推行“6+1”的基础管理模
式，有效防范了税收漏征漏
管，并提出了“建立先进的
制度管理体系、搭建便捷的
信息交换平台、优化畅通的
内部运行机制、提升优质的
征管质量水平”的综合治税
工作思路。

全面推进涉税行政审批
改革，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是税务机关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简政放权、服务
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梅
永扬带领科室其他同志，联
合相关部门，实行行政审批
目录化管理，先后对89项行
政权力事项的法定依据、纳

税人申报资料、办理流程、
收费标准、办理时间进行了
规范和公开。始终坚持纳
税人发起的各类涉税事项
由窗口统一受理的服务理
念，积极推行“窗口受理、内
部流传、限时办结、窗口出
件”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全
面简化纳税人报送资料，推
行一次性告知制度，杜绝了
纳税人重复报送资料现象
的发生。梅永扬亲自梳理
税收优惠政策，先后整理了
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分税种
优惠政策，在多种场合加强
内部辅导，并将税收优惠宣
传活动贯穿于纳税评估和
日常检查环节，拓宽宣传
面，在他的推动下，全市
8000 多户企业都不同程度
地享受了各项税收优惠，减
免税额每年均在亿元以上。

近年来，梅永扬倾注大
量精力，抓社保费征管，维
护广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
益。他全面推行社保户分
类管理，将所有缴费单位分
为无缴费能力单位、有部分
缴费能力单位、有缴费能力
单位三类，对不同类型的单
位使用不同的征收管理办
法。他突破常规，大胆尝
试，将催缴文书直接邮寄至
法人代表。这一举动引起
了少数法人代表的不满，一
些同事也认为这种做法不
妥，会引起征纳双方的矛
盾。梅永扬却认为，不这样
做，少数法人代表不会把缴
纳社保费放在心上。这种
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4 年 共 发 放 催 缴 文 书
2600多份，清理社保费欠费
2400多万元。

面对荣誉、面对夸赞，梅
永扬朴实地说：“与社会的
期盼相比，与本职工作的要
求相比，我还有很大差距。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
要不断提高自己，永远服务
好纳税人、服务好社会、服
务好税收管理。”

在敬业中成就
更好的自己

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吴桂琴

5月 14日，周日，一个特别
的日子——母亲节。

一大早，一群身穿红马甲
的义工迎着初升的朝阳，来到
新曹农场敬老院，给静静的小
院带去了欢乐和生机。

东强驾校新曹农场分校负
责人杨海娟女士是一位热衷公
益、关注弱势群体的公益达人，
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携手市义工联，给敬老院老人

带去了特别的关爱和祝福。
资深义工张宇听说有活

动，凌晨三点特意赶做了45份
西瓜汁送给义工朋友们。

三十位义工在市义工联副
秘书长孙航程的带领下，到了
敬老院，首先表演了一场精美
的文艺节目，老人们掌声不断。

资深义工东台好人罗一红
刚到敬老院，听说94岁高龄的
杨老太行动不便卧床多日，二
话不说拿起血压器到宿舍给老
人测量血压并拿出前年来敬老

院活动时和杨老太的合照给老
人看，老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资深义工曹丽猫着腰，低
着头给老人们剪脚指甲，老人
们年老甲厚，脚垢严重，曹丽不
嫌弃，一直蹲着身子细心地为
老人剪着。

新义工“发烧友”是第一次
参加活动，时而搬运物资时而
打水擦窗，一会儿分发礼品一
会儿剃刮胡须，忙得不亦乐乎。

特别的日子，义工们给老
人们送去了特别的爱!

特别的日子，特别的爱

张一峰 严从寅 陈兰

每天清晨，只要天气许可，她就
推出轮椅将老人送到外面透一透新
鲜空气，尔后到家再洗干净老人换下
的衣裳，再泡上一碗米粉糕或芝麻糊
喂老人喝下；晚上，她会端上热水，替
老人洗脸擦身烫脚。一年365天，这
样的故事几乎天天都在上演。故事
发生在东台镇富民村4组，被照应的
老者名叫陈如旺，今年已96岁，是一
位抗复军人，而照料他的人是他的儿
媳妇，今年50岁的曹双凤。

陈如旺的经历充满传奇，1943
年正是日寇猖狂的时刻，目睹日军的
暴行，他毅然徒步赶到三仓参加了新
四军，后来经历了三仓保卫战、苏中
七战七捷、淮海战役等战争的考验，
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老人
的膝盖，经过治疗，腿虽然保住了，但
却落下了病根，至今仍有弹片残留在
腿里。1949 年，解放大军渡江南下
前夕，因腿部受伤无法随行，陈如旺
只好离开军营回到家乡，建国后曾做
了十多年村组干部。老人一生共生
育了四女一男，现在已是四代同堂。

随着年事已高，老人残疾的一条
腿越发不听使唤，需要有人照应，特
别是老伴过世以后，因女儿都出嫁，照
应老人的担子落到了儿子陈兴根和儿
媳曹双凤肩上。然而，祸不单行，7年
前，陈兴根一次骑摩托车外出途中发
生车祸，送至医院花费六七万元仍抢
救无效。看着冰冷的丈夫、年长的公
公，曹双凤忍住内心的悲痛，默默地承
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重担。

要照应一位年长的老人，困难可
想而知，因老人大小便失禁，光为老
人换尿不湿这一件活，作为一位女性，
常人就难以做到，有时一天还要换多
回，但曹双凤从无怨言。照料中，帮老
人洗脸、洗脚，她做得是那么自然、朴
实。今年春节以来，老人多次入住四
灶卫生院，同室病友都以为她是老人
亲闺女，得知是他的儿媳妇时，全医院
上下无不为曹双凤的行为感动。

对待老人的伙食，曹双凤也是精
心准备，家中从不缺鸡蛋、牛奶、鱼
肉，蔬菜也是常备常新。这几年，市
里镇里、社会上有时来慰问老人，曹
双凤都是周到地将家庭里外布置得
干净、整洁，老人床上被褥经常换洗，
床头可口食品一应俱全，曹双凤还亲
自为老人理发，让老人处处感到舒
心、舒服，市、镇领导、左邻右舍都夸
曹双凤不简单，是老人的孝顺媳妇。

曹双凤不仅要照应好老人，还有
6亩多承包地要种，常年操劳，让她
患上了眩晕症。去年6月不慎跌了一
跤，腰虽然闪了，但照应老人的事她却
不肯耽误，她儿子陈骥、儿媳乐石磊现
在也承担起照应老人的责任，这使她
倍感欣慰。

对陈如旺老人，我们这个社会也
奉献了不少爱心，老人患有白内障，
市光正医院专门把老人接去免费进
行了手术，让老人重见光明；老人腿
残，市镇特为老人配备了一把轮椅。
平时，还有不少志愿者组织前来看望
老人。老人激动地说：“这个社会好
人多，又遇上了我的好儿媳，我要争
取过到100岁。”

温情暖得
夕阳红

记者 张佳

“我办理的这个业务需要哪些
资料？”“我这边有一张列表，您可
以看一下。”

“请问这个认证怎么办理？”
“这个请到隔壁窗口。”

5月 16日上午九点半的政务
中心交通窗口，虽没有想象中那么
忙碌，但是大大小小的咨询还是接
踵而至。初见窗口的负责人陈小
俊时，大男孩模样的他，耐心、细致
的言语和举动让人倍感舒适。

许是曾经当过兵，责任感在陈
小俊的身上尤为凸显。2011年11
月退伍后他到市运输管理处工作，
2012年6月，成为市政务服务中心
交通窗口的一员。作为一名交通
窗口的青年人，陈小俊清楚地知
道，窗口服务是联系政府与群众的
桥梁。窗口工作的好坏，关系着整
个交通系统、政务服务中心乃至人
民政府的形象。他将压力变为动
力，坚持以热情、周到、快捷的服
务，让前来窗口办事的群众满怀希
望而来，满意而归。

交通窗口主要负责交通行政
审批工作。工作中，陈小俊坚持严

格审查材料，一丝一毫绝不马虎。
对待工作的严谨，偶尔也会遭到群
众的误解。一些群众对相关政策
了解不够，容易产生不信任的心
理；一些群众生活困难，在办事过
程中希望能有些照顾；也有个别群
众脾气急躁，言辞过激。每当一个
个矛盾、问题来临，陈小俊也会感
觉委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窗口就
是一面旗帜，而他代表着单位形
象，只有包容理解，以诚相待，才能
让服务收获群众的点赞。

“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
麻烦一次。”这是陈小俊的工作座右
铭。面对群众，他总想着如何便民、
利民，如何做到快捷、周到服务。

为了不影响运输企业正常经
营，他启动“提前预审”程序，专人
负责、主动协助。为了让远在外地
不便回东台的乡友少跑冤枉路，他
主动通过收发快递的形式，帮助办
理相关事项。今年，他又积极创新
服务方式，根据新的形势、新的需
要，对现有的工作流程、服务环节
进行再梳理，形成上下互动、左右
联动、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

在今年水路运输营运证集中
年度审验工作中，市东联航运有限

公司上千艘船舶营运证待审，工作
量较大。如果按以往审批方式，耗
时耗力。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后，
陈小俊所在的窗口有针对性地细
化对该企业的各项工作措施，并深
入企业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
策引导，指导企业人员填报相关表
格、完善申请材料。窗口、相关科
室及地方海事人员还组成联合工
作组，深入一家造船厂对该公司所
属船舶营运资质进行现场核查，实
现了现场核查与材料审查同步进
行，在达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后，企业人员就可以直接到窗口领
取船舶年审合格证，审批时限相较
以往缩短了一半。

在交通窗口工作的五年时间
里，陈小俊梳理出全系统便民公共
服务事项清单和惠企公共服务事
项清单，并建立行政审批项目库。
他要求自己在办理审批业务时，坚
持做到“一口清”“一审准”，力求
咨询解答快、处理问题快、办事速
度快。

“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
事。”陈小俊说，这是他一直以来坚
持的目标，这也将是他今后工作中
的追求。

扎根小窗口 实现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