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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

偏东风3/4级

本市:27℃/36℃

大丰:27℃/35℃

兴化:28℃/37℃

海安:28℃/36℃

生活指数

紫外线指数:
较强

晨练指数:
适宜

运动指数:
适宜

感冒指数:
不易发

记者 陈美林

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溱东中队
采访狄华东时，他刚刚从道路上执
勤回来，彼时已经中午11点多。“我
是一名交警，我的岗位就应该在路
上。”面对记者，狄华东如此表示。

成为一名交警，并不是狄华东
意想之中的事情，然而，当 2008 年
通过全省招警考试，穿上这身警服
起，他就认定了这个工作。干中学，
学中思，9年，他硬是将自己锤炼成
了“岗位之星”“优秀人民警察”。

宁可听群众因严格执法而埋怨
我的声音，也不愿听到群众因交通
事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哭声。
这是狄华东常挂在嘴边的话。溱东
中队地处南通、泰州、盐城三市交界
处，又有 S229 贯穿境内，过境车辆
多、来往人员比较杂，狄华东的日常

工作繁重又琐碎，只要是上班时间，
他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路上，积极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和压降交通事故。
工作9年来，狄华东处理了10000多
起违法行为和近 3000 起大大小小
的交通事故。

狄华东说，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得多，纠正得多，交通事故才会减
少，交通秩序才会更好，群众的生命
财产才会得到充分保障。是的，这
些年，辖区的车辆和驾驶人虽然增
多，但大的事故包括死亡事故的数
量却每年呈下降趋势。曾有驾驶员
不理解他的做法，狄华东却说，我的
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让驾驶员明
白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
性。

虽然作为交警，本职工作是交
通秩序管理，但凭着对公安工作的
热爱，2014 年初，狄华东与同事创

建首个东台交警“追逃兴趣三人
组”。今年5月份，该小组刚刚协同
五烈交警中队，通过设卡堵截等手
段，抓获两名泰州兴化警方上网通
缉的逃犯，这已经是他们缉获的第
55个在逃人员了。

自从建了追逃小组，狄华东比
以前更忙了，很多时候，别人下班
了，他和同事还趴在电脑前梳理着
网上在逃人员信息；休息日，他们走
街串巷，寻找最佳的蹲守、设伏地
点。55个在逃人员，超过一半是在
休息时间里缉获的。作为小组核心
成员的狄华东也被同事们戏称为

“追逃达人”。
随着信息研判能力的增强以及

网上在逃人员的不断落网，狄华东
和他的追逃兴趣小组的动力越来越
强，小组的追逃范围逐渐扩大到盐
城、南通、泰州等周边相连地区，有

时还会接到外地警方要他们协助的
请求。

身为一名交通执法者，势必会
和形形色色的交通违法人员打交
道，面对的利益诱惑也比较多。前
年11月份，在处理一起小货车与大
货车相撞事故时，小货车驾驶员因
其货车严重超载，怕被罚款计分，找
到狄华东请求不要过磅，并硬塞给
狄华东一叠人民币。狄华东严肃地
拒绝了，并告诉对方超载驾驶的严
重性，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了处理。而诸如此类的说情、打招
呼还有很多，每一次狄华东都是那
样“无情”拒绝，他说，要对得起身上
这身警服。

虽然已经取得了诸多荣誉，然
而，狄华东依然坚守在一线，把职业当
做一份责任与担当，用忙碌的身影，让
警徽熠熠生辉，让青春闪闪发光。

他的岗位在道路上

为确保路域环境整洁，市公路管理站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对国省道边坡杂草进
行清理，并对中分带绿化喷洒农药治虫养护。

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崔亚峰 摄

记者 朱江
通讯员 谢占东

7 月 17 日
上午，在市人民
医院大门口，安
丰镇新榆村十
组村民崔士怀、
陈学云夫妻俩
老泪纵横，他们
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早上从安
丰镇来市人民
医院办理住院
手续，却把带来
的看病钱弄丢
了。

原来，陈学
云老人早年患
有食道癌，在上
海长海医院手
术治疗，花光了
家里的所有积
蓄，方使病情得

以控制。最近，陈学云老人感到身体
不适，经市人民医院复查，确诊为食道
癌复发，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7月17日早上，崔士怀、陈学云夫
妻俩带着凑来的3300元钱，从安丰镇
新榆村乘上市民生公交公司的101路
公交车到市人民医院治疗。当公交车
到达人民医院站台时，老两口一下车
便径直朝市人民医院走去。刚走到医
院大门口，崔士怀一摸，不禁惊出一身
冷汗，放在口袋的钱包不见了，治病的
3300 元现金和几十元零花钱都放在
钱包里面呢！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老两口返回
人民医院公交站台，此时正好另一辆
101 线公交车进站，崔士怀便上车向
当班司机求助。当班公交司机洪胜军
了解情况后，立即拿起电话，联系崔士
怀夫妻俩可能乘坐的两个班次的公交
车司机，很快了解到崔士怀两口子乘
坐的是牌号为苏JX7060的公交车，当
班司机王小亚在终点站打扫车内卫生
时捡到了钱包，已经上交到了市民生
公交公司办公室。

随即，洪胜军把这一喜讯告诉了
崔士怀夫妻俩，并带着他们两口子到
公交公司办公室认领钱包。当崔士怀
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包时，激动得热泪
盈眶，连声说：“谢谢公交师傅”。

为表达感激之情，崔士怀专门找
人制作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弘正气，
助人为乐好品行”的锦旗，并于7月22
日下午送到了公交公司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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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荣 宫继平

日前，淮安市民杨尔冬在朋
友小陈的陪同下，到市公安局海
道桥派出所赠送一面上书“真诚
高效，服务周到”的锦旗，感谢民
警为其找回爱车。

7月 23日 21时许，一位青年
男子急匆匆地走进海道桥派出所
接警大厅，报警称：其于 22 日晚
将自己的轿车停放在市区某处，
因不熟悉东台的路况，现在找不
到了。民警经过详细询问，了解
到事情的来龙去脉：该男子姓
杨，淮安人，22 日上午驾车从淮
安来到东台，晚上在市区汇银广
场与朋友小陈会面后，驾车送小
陈回北海花园的住处。因小陈也

是淮安人，来东台时间不长，对
路况并不熟悉却想逞能，一路胡
乱指挥，小杨实在是找不到目的
地。后小陈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叫出租车回住处。但待小杨送好
小陈，再回头取车时，因不熟悉
东台的地形，加之停车时天色已
晚，未顾及停车位置的特征，小
杨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车子停在
哪儿了。本想待 23 日请小陈一
起回忆，但小陈对前一天晚上行
车路线也是模糊不清，二人只得
邀请东台本地的朋友一起寻找，
找了一天，还是没有发现车子的
踪迹，于是他们只能报警求助。

警情令人啼笑皆非，但面对
心急如焚的小杨，值班所领导王
坤决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4日一大早，辅警程翔接到任务
后，立即投入工作。从寥寥的时
空信息中确定搜寻的起点，然后
一路追踪，由于夜晚的车灯、路
灯闪烁，监控中的车辆牌照根本
无法靠肉眼看清，只能根据车辆
的外形、车速、行程时间来分析
判断，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追踪，
终于发现车子于 7 月 22 日 21 时
34 分驶入望海中路南侧的国贸
停车场，21 时 44 分二人回到路
边，后拦乘一辆白色私家车离
开。

“失踪”近3天的爱车终于回
到了小杨的身边。取到爱车的小
杨喜出望外，专门赶制了一面锦
旗，向民警表达谢意。

爱车离奇“失踪”民警帮助找回

应聘人员须身体健康，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具有招聘岗位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能力。

二、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2017年7月31日—8

月8日（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1∶30
下午3∶00—5∶30
2、报名地点：东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办公室（市广场路 8号 1021 室）；
联系人：何方群，联系电话：85213809。

3、报名要求：
⑴报考人员须仔细阅读招聘简章，

如实提交相关材料。
⑵报考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居

民户口簿、毕业证书、单位同意报考的
证明、单位出具的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或有权部门出具的相关工作经历证
明）及其他相关材料。上述材料均需提
供原件和一份复印件，并提交近期1寸

同底版正面免冠照片2张，如实填写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三、考试方式、内容和实施办法
1、考试方式和内容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均实行百

分制。考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占
50%、面试成绩占50%的比例计算考
试总成绩。

笔试内容为综合知识和招聘岗
位相关业务知识；面试采取结构化面
谈方式。

笔试、面试时间见准考证。
2、实施办法
笔试、面试合格分数线都为 60

分。笔试结束后，在笔试合格者中，
根据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各
招聘岗位拟聘用人数 1：3确定参加
面试人选（含末位同分者），不足1:3
的按照实际人数确定面试人选。

四、体检、考核
根据总成绩按各招聘岗位拟招

聘人数 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
参加体检人选。总成绩相同时，笔试成
绩得分高者参加体检；笔试、面试成绩
均相同时，加试决出名次（加试时间、方
式另行通知）。体检标准参照《国家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
考核和体检结果，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
（考察参照江苏省公务员录用考察标准
执行）。因个人放弃、体检考核不合格
等原因出现招聘岗位空缺时，在该岗位
的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递补（成绩相同取舍办法同
前）。

五、聘用及待遇
拟聘用人员在东台市住建网（网

址 ：http://new.dongtai.gov.cn/col/
col692/index.html）公示 7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包括招聘单位、岗位名称、拟
聘用人员姓名、现工作单位、招聘考试
的各项成绩、总成绩、排名等。

对公示无异议人员，由用人单位
为其办理有关聘用手续，并与其签订
最低服务期限为 3 年的劳动合同。
聘用人员实行6个月试用期制度，试
用期满考核合格者，享受用人单位同
等人员待遇；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
聘用资格，终止聘用关系。

六、招聘工作监督
东台市纪委、东台市监察局驻东

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组、监察
室对本次公开招聘工作实施全程监
督。监督电话：0515-85296100。

七、政策咨询
招聘政策咨询电话：85213809、

85296108。

东台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东台市安居物业有限公司
东台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技术审查中心
2017年7月28日

东台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东台市安居物业有限公司 东台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中心

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为优化单位人员结构，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东台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东台市安居物业有限公
司、东台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中心工作
人员各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应聘条件

招聘单位

污水公司

安居物业

审图中心

招聘职位
及人数

财务人员
1名

财务人员
1名

水电审查人
员
1名

专业要求

会计、会计学、财务管
理、财务会计与审计、会
计电算化、财务电算化、
财会

给排水工程技术、给排
水与环境工程技术、给
水排水工程、给排水科
学与工程、给水排水、给
排水工程、建筑电气与
智能化、建筑水电技术、
电力工程管理

应聘条件

东台市户籍，40周岁
以下，大专及其以上学
历，具有2年以上财务
工作经历。

户籍不限，50周岁以
下，大专及其以上学
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具有10年以上给排水
或电气设计工作经历，
5项以上中型工程给
排水或电气设计负责
人经验。

本报讯（解跃坤）连日
来，高温不断，为确保老
人安全度夏，不发生安全
事故，从 7 月 25 日起，西
溪景区西郊村的村组干部
们，冒高温、顶烈日，对辖
区内分散居住五保老人和
部分空巢独居老人进行入
户走访慰问。

在走访中，走访人员
为老人们送去了各类防暑
降温药品和物品，详细询
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和生
活情况，叮嘱老人们在高
温天气中要特别注意防
暑、保重身体，烈日下尽

量不要外出，要注意煤
气、电线、电器以及食品
卫生等方面的安全，如生
活上遇到困难或身体感到
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与
村组干部联系。同时明确
各组长为各自组内五保老
人、空巢独居老人的包保
责任人，与这些老人的邻
居保持联系，做到每日上
门走访或者电话了解情
况，多关心老人们在炎炎
夏日的生活情况，倾听他
们的需求，切实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保证
老人们安全度夏。

西郊村炎夏酷暑
倾情关爱老年人

白衣天使献爱心 章国荣 摄

本报讯（许凯成）市国
税局大力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夯实党建工作基础，不断
激发单位党组织的活力，
提升国税系统服务型党组
织建设的整体水平。

近日，该局组织开展
了以“筑税梦、强党建、促
富民”为主题的“统一活
动日”活动，进一步加强
党建工作，落实便民办税
举措，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以党建工作新成效创
造富民新成果。

“统一活动日”活动要
求机关所有党员干部要
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把积
极参加“统一活动日”活
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作为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作
为加强机关党建的一项
重要行动，从思想上高度
重视，从行动上认真安
排，确保不折不扣完成活
动的各项任务，确保党员
干部做到人人参与、个个
受教育。

该局要求基层党组织
把活动内容丰富起来、把
活动形式生动起来、把活
动效果凸显出来，不断强
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
力、感染力、影响力，激发
单位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
情，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提升国税系统的
党建工作水平。

市国税局

开展“统一活动日”
提升党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