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2019年 2月 12日 星期二新闻·综合

■责任编辑：王君蓉 电话 :85222315 ■版式设计：张珺斌

本报讯（丁怀明 何国庭）春
节前夕，五烈镇丁北村村部西侧
的一条马路上，15盏太阳能路灯
顺利安装完毕，并调试成功，全
部放亮，路过的村民无不拍手叫
好。

原来，丁北村这条南北走向
的主干道路没有安装路灯，加之
依河而建，每到晚上天黑路黑，不
仅行人走路不太安全，机动车行
驶也不大方便。

该村党总支书记杨成员主动
找到本村爱心人士杨东金、金长
兵等人商量，请他们资助解决该
路段群众夜晚出行难的问题。

杨东金等人接到求助后，认
为这是一项公益事业，是好事，不
但要做，还要做到最好。于是，他
们联合了 10 名爱心人士筹集资
金，从外地购买了 15 套太阳能
LED路灯、路灯灯杆及相关辅料
线材等，帮助解决村道晚间行走
难的问题。经过紧张的施工和调
试，在 2 月 1 日傍晚全部安装完
成，调试到位。

爱心路灯

照亮村民回家路

本报讯（丁宇 张佳）日前，市
城管局邀请盐城市居安防火培训
中心教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
题培训。局系统 60 余名干部职
工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培训中心教官结
合全国各地发生的多起典型重大
火灾事故案例，通过课件详细讲
解了家庭、公共场合消防安全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火场中如何进
行逃生自救互救、如何有效防止火
灾的发生。通过观看火灾事故实
例视频，用惨痛的教训提醒大家增
强自救自防能力，防患于未然。
培训还结合实际，通过现场演
示，详细介绍了灭火器、防烟面
具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让参
训人员受益匪浅，为全局工作顺
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
境。

市城管局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曹燕妮 陈
锡根 徐良观）2月8日，
大年初四 ，南沈灶镇
2019 年“创业沈灶、乐
业家乡”新春就业创业
洽谈会在新春第一场大
雪中如期举行。

近年来，南沈灶镇
坚持创建工业主导镇，
培大育强主体经济，促
进全镇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围绕结构调整，
大力转型升级，金属材
料产业园发展迅猛，新
兴行业企业发展迅速，
企业用工需求日益旺
盛。为了满足企业发展
的需求，镇党委政府抓
住在外务工人员回乡过
年的机会，在镇便民服
务中心举行 2019 年新
春就业创业洽谈会，为

企业招贤纳士。源耀生
物、君安新材料、威达鑫
模具、新亚特纺织等11
家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
位435个。

当天，镇便民服务
大厅内人头攒动，招聘
展位前咨询洽谈签协议
的群众络绎不绝。天鹅
村沈凤官常年在上海打
工，随着年龄增大，他觉
得在家门口找个工作既
能发挥一技之长，又能
照顾到家庭。在招聘会
现场，沈师傅与世目公
司负责招聘的人员签下
就业协议书。据悉，当
天进场求职选岗人员
483 人，达成初步就业
意向221人。

南沈灶镇就业创业
洽谈会吹响返乡号角

本报讯（记者 张莉
琳 通讯员 周春兰）春
节是在外人员集中返乡
的高峰期。2月 9日上
午，唐洋镇精心组织

“乐业家乡、创响唐洋”
新春招聘会活动，为返
乡人员求职就业和缺工
企业招工引才提供便
利。此次活动，12家企
业提供 340 个就业岗
位，吸引全镇 21 个村
800多名求职者前来应
聘，有 486 人现场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其中大
专学历以上88人。

活动现场，明源、百
通达、新凯晟等12家企
业进场招聘。现场求职
者们在各企业广告牌前
认真筛选就业去向。来
自乐元村的王进宇、崔
青青是一对小夫妻，他
们原先在苏州高新区上
班，这次回乡过年，看到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特别是企业的蓬勃发展
让他们有了回乡就业的
打算。王进宇坦言道，
在外面打工，虽然薪资
报酬不错，但生活压力
大，又照顾不了亲人，还
是在家里找份工作踏
实。

在招聘现场忙碌的
明源公司企管中心负责
人徐春梅格外高兴，她
介绍，明源从创办以来，
就是一个用工多的企
业，她对这次政府举办
的新春招聘会很满意。

“从早上八点半招聘会
开始，来明源展位报名
的人就很多，这次明源
共招聘织造挡车工、穿
筘工、工艺员等 153 个
岗位，已有 180 多人报
名，非常感谢政府为我
们搭建的这个用工平
台。”

唐洋镇新春招聘会
吸引众多返乡人员

我叫王安胜，山西吕梁人。今年
正月初四，我从洛阳乘火车来东台，探
望我的部队老首长许松林。出东台站
后，即打的前往东台市人民医院。谁
知下车前接了一个电话，结果把手机
落在车上。

就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
际，医院排队等电梯的一位大姐，主动
将手机借给我，让我打电话联系。我
赶紧拨打我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司机
就问我人在哪里，并让我不要着急，说
马上送给我。十分钟后，司机就到了
医院北门，物归原主。我再三表示感
谢，司机则说这是应该的。虽是数九
寒天，但我心头却暖意融融。

这件事虽小，但我深深地感到：东
台民风淳朴，东台人热心厚道。特借
贵报一角，向那位不知名的东台大姐
和东台市安迅出租公司苏 JY1090的
陈进师傅表示感谢，向东台人民致敬。

感谢东台好心人

本报讯（马剑锋）随着探亲返程、
游客返家、学生返校人数的逐渐增多，
我市一级汽车客运站迎来节后客流高
峰。2月10日，正月初六，东宇公司共
调度客运车辆 437辆次，其中长途加
班 47 辆次，客流回程方向主要为苏
州、无锡、常州、南京、上海等地，全天
安全发送旅客近2万人。

春运期间，东宇公司积极开展“一
路文明踏歌行”春运文明服务竞赛活

动。节前新购置定制班车，实行“进校
园、进工厂、进景区、进乡镇”零距离服
务；推广“巴士管家”APP，增加自助售
取票机；候车大厅座椅全部加套红棉
套；母婴室增添了热水器、彩电、儿童玩
具等；继续开展“青年文明号”“党员先锋
岗”“暖冬行动”等春运特色服务，在社
会上赢得较高的声誉。

面对节后客流高峰，公司提前召
开客流分析会，对加班车辆进行科学

安排，及时调度。与市交通运输局青
年志愿者、市义工联合会携手，提供便
民利民服务。加开售票窗口，延长售
票时间，开放全部自助售票机、自助取
票机、人脸识别仪和安检仪；倡导扫码
进站，方便旅客快速进站，快速上车。
同时，严把安全关，提前从兄弟单位调
来车辆，投足运力，当日返程旅客无一
滞留。

东宇公司积极应对节后返程客流高峰

本报讯（记者 朱江 通讯员 张祖
勇 徐海琴）2月 8日上午，溱东镇召开
2019年民营经济新春恳谈会，该镇杰
出乡友、工商界人士、镇三套班子成
员、镇部分单位负责人和各村支部书
记欢聚一堂，为镇民营经济出谋划策，
助力全镇民营经济实现更快速度、更
高质量发展。

活动通报了该镇民营经济发展情
况和2019年工作重点，解读了全市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发起了

“绿色在身边，爱心在传递”共建公益
林倡议。号召与会人员做溱东事业的
谋划者、溱东开放的促进者、溱东故事

的传播者、溱东发展的创造者，发挥各
自视野开阔、信息灵通、人脉丰富等优
势，主动宣传溱东、推介溱东，不断扩大
溱东高质量发展的朋友圈，助力溱东集
聚更多优质资源和高端要素，共同谱
写“强富美高”新溱东的锦绣篇章。

今年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之年。溱东镇将持续完善
技术创新、质量品牌、企业征信等公共
服务平台，培育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
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实施星级企
业家能力提升、新生代企业家培育等
工程。深度“接轨上海”，不断加强与
上海全方位的交流互动、对接合作活

动，共建特色基地，抢占“智”造高点。
引导本土第一方阵企业把加快发展与
引进先进的产业项目相结合，促进全镇
不锈钢产业全面升级。重点建设好以新
材料装备产业园为龙头，以开庄创业园、
草舍创业园为分区的“一核两区”，完善
园区载体功能，集中精力发展主导产业
和特色产业，努力把园区打造成转型
升级、创新发展、标杆引领的主阵地，
吸引一批引领产业集聚、带动产业升
级、提升产业规模的重大项目落户。
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
和广大民营企业家更有获得感，更有
创业兴业的信心和底气。

溱东镇民营经济新春恳谈会
集贤纳智谋发展

（上接第一版）对新入职人员在开发
区企业工作满五年的，给予一定生活
补贴和子女教育资助。对高层次技术
人才、高技能人才、紧缺工种，由该区
人社中心建立一人一档人才库，开辟
绿色服务通道，可优先推报各项奖
励，优先入住该区职工公寓，每年提
供一次健康体检。

电子信息产业和高端装备产业是
城东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两大主导
产业，构成了省级高端装备制造特色
产业基地。近年来，城东新区坚持产
城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城建设，聚
力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产城融合示
范区，汇集了一批以富乐德、贺鸿电
子为主的领军企业，带来了大量的优
质就业岗位。

贺鸿电子是我市半导体产业的新
生力量，专业从事高精密单双面、多
层线路板、陶瓷电路板等生产制造，
具有完备的制程设备和能力，产品涉
及汽车电子、工业仪表、医疗设备、新
能源等诸多领域。今年27岁的丁小
莹在诸多企业中一眼就相中了贺鸿电
子。2014年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的她，目前在苏州一家电子信息企
业工作。她告诉记者，家乡的发展速
度令人欣喜，无论是城市规划、公共
设施还是生态环境，都有着非常明显
的变化。“这两天我一直在《东台日
报》上关注招工信息，发现贺鸿电子
无论是在专业匹配还是薪资待遇方
面，都非常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所以
今天早早来到现场，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公司缴五险一金，安排免费
食宿，还有租房补贴和年休假，您可
以先了解一下。”富乐德集团招聘专
员向求职者递上公司招聘简章时介绍
道。富乐德集团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
领跑者，先后投资11.5亿元在城东新
区建设半导体覆铜陶瓷基板、高纯精
密石英半导体新材料两个项目，目前
一期工程已竣工投产。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后，可形成年产覆铜陶瓷基板
1200万枚、高纯精密石英新材料产品
30万枚的能力，届时实现覆铜陶瓷基
板产品和高纯精密石英产品全球第一
的目标。他告诉记者，企业发展急需
招聘一批技术性人才，此次招聘会公
司提供了制造工程师、技术工程师、

安环工程师等近100个岗位，最高薪
酬每月达1.2万元-1.5万元。

在招聘活动现场，记者注意到，今
年我市除按照以往惯例为残疾人和旅
游人才设立招聘专区外，还设立退役
军人招聘专区，组织领胜城科技、生
辉光电、华阳重工等20家企业进场，
提供岗位444个。“请问你们的管理岗
位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在退役军人招
聘专区，25岁的朱鹏一边向肯德基东台
分公司负责人咨询，一边掏出了自己的
退伍证。朱鹏原来在北京当兵，去年退
伍后毅然回到家乡，希望能够为家乡发
展添砖加瓦。“今天的招聘会真是来对
了，岗位多、待遇好。市里还为我们退
伍军人设立了专门的招聘区，给我一种
强烈的归属感。”朱鹏说，在外待了三四
年，今年回家发现东台的发展日新月
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都更加坚
定了他返乡就业的信心。

与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同步进行
的是我市在体育馆内专门举办的新春
就业创业培训大讲堂，邀请专业讲师
现场授课，为30多名有创业意愿的大
学生和务工人员量身定制培训内容，

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提升创
业技能，为稳定就业提供保障。“这几
年，家乡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
通更便捷了，环境更优美了，秩序更
井然了。”在外打拼多年的小陈说，这
次参加创业培训大讲堂收获很大，对
创业知识、技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识，还学会了企业科学管理经验。今
年他打算回到家乡，创办自己的企
业，在家乡大展拳脚。

今年，我市抢抓“两节”期间在外
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创业有成人
士回乡探亲的有利时机，围绕“乐业
家乡 创响东台”主题，精心组织 19
场系列招聘活动，为广大企业和求职
者搭建交流对接的平台。从腊月二
十一至正月初九，各镇区结合自身产
业特色组织各类专场招聘活动。系
列招聘活动期间，市、镇区两级人社
机构在举办招聘会的同时，把创业工
作当作重点工作推进，在招聘会现场
开展政策推介、创业培训报名、新型
学徒制宣传、创业典型事迹展览、创
业大礼包发放等活动。截至 2 月 8
日，我市实名登记创业人数721人。

东亭书房公园店自正月初一开放以来，备受市民和返乡亲友的青睐。书香味里过春节成为新风尚。 陈社翔 摄

读 者 来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