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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霆

梁垛镇永和村党总支副书记、大学生村
官陈玲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网上女装营销，带
领村民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2014年，陈玲拿出所有积蓄开办了以经
营韩版潮流女装为主的“甜橙甜”女装网店，
开始了创业之旅。她经营的女装大多数面向
年轻女性，网店线下由七人工作室组成，带动
6名村民就业。她努力在服装款式、装修店
铺、照片拍摄、营销方法、客服售后等方面寻
求突破。如今，她的网店已拥有8万多店铺
粉丝。

上半年是服装销售淡季，但陈玲仍然实
现网上销售100万元。下半年进入旺季，陈
玲预计全年销售有望逾300万元。

创业要找准目标和定位，紧抓优势埋头
实干灵活经营，这是陈玲的创业感悟。她计
划在未来3年里再拓展2-3个辅店，线下进
一步扩大工作室和仓储规模，最终形成一个
集自主品牌、版型设计、加工生产、推广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大学生村官开网店

富民典型富民典型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图片新闻

近一段时间持续高温少雨，堤东地区水
源供需矛盾突出。市抽水工程管理处加强工
程运行值班管理，实行 24 小时三班轮换值
守，安丰、富安、东台三大抽水站连日来满负
荷运行。图为富安抽水站场景。

记者 夏静华 通讯员 贲婷华 摄

位于唐洋镇的百通达科技引进国内先进
注塑智能设备，新上航空餐具项目，投产后可
新增外贸出口 5000 万美元。图为工作人员
正在调试设备。 记者 张莉琳 摄

连日来，本善药业项目施工方打足人力
机械，快速推进桩基工程施工。

记者 夏静华 金莉莉 摄

记者 张一峰
实习生 唐文嘉

吴惠明说，市委全
会提出念好“强、新、
绿、智、联、特”六字
诀，打造产业地标、培
植行业标杆、提升产品
品质，必将推进科森公
司在创新发展的路上
走得更好。

从 2015年开始到
现在两年的时间，科森
在东台已经完成了金
属件加工全制程布局，
现在已经可以承接所
有金属件加工项目。
两年来，科森东台公司
已从单纯的手机零件
生产拓展到与组件生

产、手机和笔记本生产
并行，过去单纯承接昆
山总部客户资源，现在
自主开拓属于东台科
森的客户，包括上海光
大、青岛海信等知名企
业。

科森的发展离不
开东台良好的政商服
务。下半年是整个3C
行业的旺季，科森公司
3000 台 CNC 加 工 率
达到了百分之百。在
开发区、人社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员工人数稳
步上升，科森公司将抢
抓行业旺季，努力实现
销售超 15 亿元，争创
盐城五星企业。

在投资热土上创新发展
——访科森科技东台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惠明

记者 夏静华
通讯员 朱霆

吕洪涛表示，梁垛
镇将持续抓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力求使新
型建材、高端纺织、精
密电机、电子信息等产
业向中高端延伸，不断
夯实富民根基。

持续抓新兴产业
规模扩张。在强化梁
垛智能制造产业园和
临塔机电产业园载体
建设的同时，强化产业
招商，确保今年招引和
开工精密电机、电子信
息等智能制造企业 8
家；积极引导欧邦、马
步崎、匠准、康帅等企

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提升智能装备水平，着
力打造行业新标杆。
通过 1—2 年努力，使
机电特色产业成为全
镇第三个年纳税超亿
元产业，让更多人的钱
袋子“鼓起来”。

持续抓美丽经济
融合发展。突出富民
增收，力求美丽乡村建
设 与 绿 色 发 展 相 融
合。狠抓农业结构调
整和“互联网+”，做优
做特梁广路、新204国
道、352省道、610省道
沿线万亩高效现代农
业示范带，奋力打造新
亮点。

创新富民举措
夯实富民根基

——访梁垛镇党委书记吕洪涛

本报讯（记者 夏静华 通讯员 梅爱东 朱
海涛）市人社局近日专题召开述职述廉考评
会议，动员系统上下对标找差，用实际行动迅
速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创新思路，主动作为，较好地实现了各项
重点工作“双过半”。上半年，共组织开展市
内外引才用工活动40多场次，累计达成人才
用工意向1.4万人次。

该局要求，要把人社工作放到全市发展
大局中来找问题，要紧盯基层和群众对人社
工作的期盼找差距，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好
富民这篇大文章。重点做好“615”人才计
划、社保扩面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健全作风
效能问责制度，深入开展“懒政怠政”专项治
理，充分展示人社队伍良好形象。

人社局对标找差
做好富民大文章

明 源 纺 织 新
上高科技功能性
面 料 生 产 线 项
目，目前，已开发
了 以 天 丝 、竹 纤
维等为原料的上
百个产品。

记者 张莉琳 摄

（上接第一版）
从蓝图规划到宣

传实施，再到资金保
障，在优惠政策的鼓舞
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在我市实现了大跨
步发展。如今，家庭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已
成为我市乡村一道独
特的风景，给农村家
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这些发电的光伏
板可是我们致富的‘发
财板’，只要有太阳就
能发电。自家用电不
花钱，余电上网能赚
钱。”乘胜村三组村民
胡元林去年投资16万
元安装了光伏发电站，
算下来收益让他喜出
望外，少的一个月赚
1000 多元，多的时候
2500元左右,仅一年就
赚了 22000 元。胡元

林欣喜地说，按照目前
的收益，不到8年即可
收回成本，光伏发电站
使用寿命大约25年，之
后的17年每个月都可
以有一笔额外收入。

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不仅给家庭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
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
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可
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
意义，真正达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
赢。以目前已并网用
户来计算，预计全市居
民分布式光伏项目今
年发电可达3500万千
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1.16万吨，减少排放二
氧化碳3.49万吨、二氧
化硫 1000 吨，最低可
实现电力销售和电价
补贴达 2800 万元，户
均收益超1.4万元。

光伏产业照亮
生态富民路

（上接第一版）

线上体验高速运转

6 月 15 日上午，一
分局二股股长吴云接受
了分局部署的一项特殊
任务：这段时间由她带
领国税大厅几名同志，
负责在自助办税区对纳
税人办税业务网上申请
现场辅导。

为了完成好这项任

务，吴云将相关操作对
照分局印制的手册进行
了认真学习，但她还是
不放心，怕自己操作得
不对或者不熟练会影响
纳税人办事进度，一有
空闲就与同事互相讨
论。

与吴云一起担任辅
导员的共有五人，体验区
10多台电脑全天不歇，5
名辅导人员也是全天不
停转，他们只为了一个目

标：让线上业务顺利推
进，让线上办税理念深入
纳税人心中，让纳税人享
受线上办理的便捷。

“吴股长，我是申请
专用发票代开的，前几天
我已到银行签订了三方
协议，你帮我看一下，从
哪里登录系统申请代
开？”

“从江苏政务服务
网进入，或者从收藏夹
找到政务服务网。”吴云

指导着领用发票人员，
现在她的操作显得从容
不迫、游刃有余。

一声“谢谢”情真意切

不久前的一天刚上
班，崔艳秋办公桌上的
电话便响了起来，她拿
起电话：“您好，这里是
东台市国税一分局，请
问您有什么问题？”

“崔股长，我是弶港

镇新东居委会才珍加油
站的，上周五我们通过
网上配送收到了发票觉
得很方便，特地打电话
谢谢你啊。”

“您不用客气，这是
国税和纳税人双赢的
事。我们要谢谢您的
支持，配合我们进行这
项业务的测试。以后
你们单位就可以通过
这个途径申请领用发
票，不用到国税局跑腿

了。”
“新东离市区比较

远，国税局帮我们节约
了时间也节约了费用，
真是太好了。”

“对了，您不要忘记
在网站上点击确认收货
和给我们的服务评价。”

“好的，谢谢你们，
绝对的好评啊！”

电话两端同时传出
了爽朗的笑声。

高温下书写无私的爱高温下书写无私的爱
——市人民医院急诊室抢救中暑病人见闻

记者 王建生

“爸爸，你别动，听
到了，睁一下眼。”

7月 26日下午4时
许，市人民医院急诊抢
救室里，一位刚刚送到
的重症中暑老人躺在病
床上大口喘着气，急诊
科主任李旭忠和抢救护
士一边给病人上呼吸罩
吸氧，一边给病人打留
置针输液。一旁的儿子
则不停地呼唤着父亲，
防止他拉呼吸罩，扯掉
留置针。

旁边病床上躺着
的，据说是某厂的工
人，经过急救已平静了
一些。而对面病床上的
一位老太仍在昏迷中，
急诊医生已联系 ICU，
准备送重症监护室抢
救。

“让一下。”
一张轮椅推进来，

轮椅上的老太蜷曲着身
子，耷拉着脑袋。急救
室的医护人员立即跟上
去，把老人抱到病床
上，做检查，量体温。

……
“天气持续高温，急

诊抢救室里这几天天天
抢救的都是重症中暑病
人。”等把几位病人安
顿好，急诊科主任李旭
忠这才歇下来喝口水。

近一周，持续不断
的高温酷暑，重症中暑
病人增多，市人民医院
急诊室也成了最“热”
的科室。

李旭忠介绍说，自
7月 22日起，急诊室接
诊重症中暑病人开始增
多。医院高度重视，专

门研究制定了急救指
南，并制作《中暑的诊
疗与护理》PPT 发到医
院工作群里，通知各科
室积极对接急诊室收治
中暑病人。院长殷卫国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急
诊室检查，现场解决问
题。

为保证每个重症中
暑病人得到及时抢救，
李旭忠一直坚守在急诊
抢救室，时刻查看患者
的病情。每天早上做一
次分流，下午再做一次
分流，把床位腾下来，
并专门联系医院设备科
调来两台呼吸机以备不
时之需。急诊科护士长
梅丛敏弹性排班，及时
调配人力资源通知本部
门护士除夜班休息护
士，其他人一律备班状
态，并和急诊医护人员
一同坚守岗位。

从 7 月 22 日至 26
日，5天时间，市人民医
院急诊科共收治抢救重
症中暑病人64人，平均
每天13人。

作为急诊科唯一的
男护士，周武细心地记
录着每天的抢救情况。

周武介绍说，今年
第一例中暑病人是一位
从哈尔滨来的农民工。
同事发现他时早已倒在
厕所不省人事。来急诊
的时候，是同事背着他
来的。护士潘莉莉顾不
上他满身泥土立即扶他
上病床。体温测量，
40.2 摄氏度。皮肤灼
热，昏迷不醒。医生林
凤芹立即下达医嘱，开
通两条静脉通路，冰帽
冰袋物理降温，4 摄氏

度生理盐水 500ML 快
速滴入，抽血化验……
抢救室2班、3班护士各
就各位，分工协助，积
极配合抢救。此时，病
人全身异味，弥漫整个
大厅，护士陈洋不顾难
闻的异味，帮助病人擦
洗全身，更换床垫、纸
尿裤。一直到中午 1
点，当班护士们才陆陆
续续狼吞虎咽地吃了午
饭。

7月22日小夜班救
病人11人，其中中暑病
人 9 人，都是六七十岁
的老年人。有的骨瘦如
柴，有的异味满身，还
有的孤独一人。小夜班
主班护士郑世芳冷静指
挥，分配任务；护士夏
丽具体操作抢救；赵
敏、周颖协助并负责护
送检查，两位年轻护士
不停奔走在 CT 室、病
房间。医生童诚、许香
香则四处查看病情并积
极联系病房。当时，抢
救室里中暑的病人很
多，并且大多处于昏迷
状态，几位护士每隔两
小时给病人翻身，体重
轻的两人可以完成，有
几位身材庞大的病人，
翻身特别费力，一轮下
来，护士们个个都是一
身汗。几位护士任劳任
怨，认真负责，凭借着
娴熟的技术，尽心尽责
的态度，大爱救人的精
神，这一夜 9 例中暑病
人病情都平稳下来。

7 月 23 日小夜班，
抢救病人22人，中暑病
人达13例，所有病人在
急诊第一时间获得救
治，16 人顺利安全住

院。急诊科护士周武、
潘莉莉在白班过后，响
应加班，从下午 4 点一
直工作到深夜 11点 30
分才回家。值班护士姚
维维一夜未睡，主动帮
助小夜班及大夜班护
士，等到第二天已经累
的疲惫不堪。中暑病人
一个接一个的来，降温
用的冰盐水告急，病床
告急，急诊科医护人员
忙得来不及喝一口水，
甚至来不及上厕所，来
不及擦干额头的汗水。

7 月 24 日上午，4
例重症中暑患者收进抢
救室，无一例外严重腹
泻。整个抢救大厅弥漫
着臭味，十分呛人。护
士陈剑平、胡洁拿起手
套，二话不说，直接帮
病人处理大便。两位护
士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
样协助家属清洗。

7月25日抢救室抢
救病人 20 人，12 人重
症中暑。医生华琪刚接
手诊治一个中暑病人，
另一个中暑病人又来
了，他有条不紊地及时
调整各种治疗方案，直
到病人转危为安。许多
男性中暑病人大小便失
禁，医生许俊华和男护
士周武分工协助，轮流
帮助病人插导尿管，使
病人能够第一时间改善
生理问题。常常有病人
意识不清把小便喷到他
们身上，他们没有怨
言。

冒着高温抢救中暑
病人，让患者第一时间
得到充分治疗。他们用
大爱在这个盛夏写下了
最美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