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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南沈灶镇扶贫分会
负责人收到从邮局寄来的一张不
寻常的汇款单，汇款单上的金额是
1200元，附言栏里要求资助2名特
困生。与此同时，唐洋、许河、富安
三镇的扶贫分会负责人也先后收
到了类似的助学汇款单，汇款金额
分别为：唐洋镇 1800 元、许河镇
1200元、富安镇2000元。

这位汇款人的名字叫仲瑶，仲
瑶是谁？怎么一下子汇出6200元
的助学款项？

仲瑶是一名离休干部，今年已
经89岁高龄了。老人从工作岗位
上退休后，曾经担任过市扶贫协
会、退休协会副理事长，2017年因
年事已高离职。老人人虽离职，但
却时刻把全市贫困学生的读书求

学放在心上。
2016年以来，他就开始资助南

沈灶镇常灶村考取市一中的常晓
芹同学。当时他从镇扶贫分会了
解到：常晓芹的父亲是一级残疾
人，需常年吃药控制病情，失去劳
动能力，只有母亲一人上班。爷爷
奶奶年迈，家庭贫困，是市老区促
进会、扶贫协会、南沈灶镇两会分
会的结对帮扶对象。常晓芹永远
也忘不了，在读高中的三年里，她
每年的暑假都会准时收到仲瑶爷
爷让镇“两会”负责人转交的 600
元助学资金，三年里她已经接受捐
助1800元。素未谋面的仲老的无
私资助，给了常晓芹极大的鼓励，
无论家庭多困难，她都努力克服，
值得欣慰的是常语芹同学今年已
经参加了高考，生活将为这个贫困
家庭的女孩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对仲老今年的捐资助学，各镇
都十分珍惜和重视，他们要把这笔
钱用在刀刃上，让那些贫困学子读
书无忧。唐洋镇用这笔钱资助了2
名大学生和1名中专生；许河镇资
助了2名困难高中生；富安镇资助
了2名高中生、1名大学生。

南沈灶镇扶贫分会和退协分
会用这 1200 元资助了 2 名同学。
一位是东刘村六组的刘文立同学，
今年中考他考取了江苏联合职业
技术学院东台分院，他的父母离
异，母亲改嫁，年迈的外公外婆要
抚养刘文立姐弟俩，家庭困难。还
有一位是万桥村八组的方仁乐同
学。方仁乐同学的外婆患有尿毒
症，每周需到医院透析三次，不能
劳动。他的父亲是安徽人，是招婿
入门的，见丈母娘患尿毒症，现已
协议与他的母亲离婚，父亲走后，

丢下了两个男孩。方仁乐同学今
年考取了唐洋中学读高一，弟弟读
一年级。这笔助学款，对这个贫困
家庭真是太及时了！

当受助学生及家长收到仲老
的助学资金时，心情十分激动，他
们纷纷教育孩子要记住恩人在家
庭困难时给予的无私帮助，一定要
努力学习，报孝国家。

家住县城的仲老虽然行走不
便，但他通过相关镇的扶贫分会和
退协分会，把自己的大爱送到了贫
困学子们的心上。老人的子女对
老人的爱心举动非常支持，仲瑶老
人更是无怨无悔。他说：“子女们
也有一双手，拿出一部分工资来助
学，丝毫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如
果自己的绵薄之力能让贫困家庭
的孩子上得起学、读得起书，我就
心满意足了。”

仲瑶，痴心助学终不悔

8月10日，东台日报社创文志愿者来到望海社区，走进辖区商场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宣传活动。
邹洪喜 摄

金建华 夏素红

8月 1日下午，头灶镇潘港村
党总支书记金建华率领村委一班
人，来到抗美援朝革命烈士张宝
根女儿张龙英家里，送上了大米、
油、牛奶、面包等慰问品，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了烈属的心坎上。

在慰问现场，金建华向大家
深情讲述了张宝根烈士生前的英
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革命先烈
为党和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大
无畏革命精神，立足本职，爱岗敬
业，以实际行动致敬英雄。

张龙英小心翼翼地向大家展
示了精心保存的烈士证明，她流
着眼泪激动地表示:“父亲的鲜血
没有白流，感谢党和政府没有把
父亲忘记，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
感到自豪。”

随后，村委一班人还对孔凤
云、张友云两位烈士的子女进行
了慰问。

头灶镇潘港村

慰问烈属
送上关怀

记者 戴海波

随着我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工作深入推进，交通运输作为旅游
业的基础支撑和先决条件，对旅游
业的带动和发展作用愈加凸显。市
交通局践行“路景一体”理念，推进

“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贡献更多力
量。

建设“快进慢游”道路框架,促
进运游设施融合。该局优化路网体
系，规划主题线路,建设外畅内联旅
游公路300公里。加快“大通道”建
设，海陵路南延国庆节前建成通车,
229省道年内通车,盐通高铁2020
年竣工,东兴高速年内启动征房征

地, 加 速 推 进 S352 西 段、S226、
S403等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向上争
取新的全域旅游项目计划。加快

“通景道”建设，结合市域骨干道路
建设,积极构建“快进慢游”旅游交
通网络,建设盐城市旅游公路主题
1号线、3号线176公里以及一批景
区对外联络、景点之间串联的道路,
实现域内旅游公路成网连环、景点
之间便捷联通。加快“四好农村路”
建设，以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示
范县为抓手,实施218公里农村四
级公路提档升级,新改建516座危
窄桥梁,积极推进“农村公路+旅
游”发展模式,强化旅游公路规划,
促进“四好农村路”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

打造“景在路上”美丽廊道,促
进运游产业融合。该局一方面实施
绿色通道工程，完善G344森林生态
风景、G28海滨滩凃风景等廊道建
设,推进道路绿化与区域景观融为
一体,打造“路在林中走”的绿色交
通走廊。另一方面实施“风景线”工
程，采用借景、造景等方式,集聚串
联旅游资源,让“路”成为一道美丽
风景线。挖掘东台交通文化内涵,
建设5个公路特色驿站,诠释“路”
上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其次实
施“农村公路+产业”工程，围绕旅
游资源和农村产业布局,强化农村
公路与现代农业采摘区、体验区和
旅游景区景点的融合,畅通农产品
运输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完善“温馨旅途”体系建设,促
进运游服务融合。该局高标准建设
综合客运枢纽游客集散中心,打造
乡村旅游精品路线。实施“运游一
体化”模式,在综合客运枢纽配套建
设游客集散中心,完善旅游咨询、售
票、导游、车辆租赁等功能。开通旅
游公交专线,将公交延伸到景区景
点。合理布设服务区、驿站、小品和
标识等设施,提供游客集散、旅游资
讯、休闲救助等服务展示旅游特色、
演绎地域文化、推介土特产品。加
强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整合交通
指挥中心平台资源,强化与旅游、公
安、气象、铁路等部门信息共享,推
广智能出行,全力支持服务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市交通局：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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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 通
讯员 张烨）“合同没有盖章，
但我们已付定金8万美元。这
份合同是否有效？国外客户
现在催货，我们要不要另找供
货方？”8月12日，我市某工业
品公司相关负责人眉头紧锁，
向市企业法制服务研究会咨
询问题。该研究会负责同志
了解情况后，随即给出有效解
决方案 ，让该负责人豁然开
朗。

据了解，市企业法制服务
研究会是一家由律师、法律服
务工作者等专家学者自愿组
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经常
性为企业无偿开展法制服务
研究、宣传、培训、答询等活
动。为助推民营企业学法用
法、稳健高效发展，今年，该研
究会组织开展免费“送法进

企”活动。
针对企业普遍遇到的疑

点难点问题，该研究会编印
《企业以法经营应知应会》问
答 40 条等宣讲材料，“点对
点”寄送给企业，并安排律师
等人员提供答询服务。自成
立以来，研究会共为企业提
出改进、完善规章制度等意
见、建议3200多条，帮助企业
排除隐患、解决难题 350 多
个。

与此同时，该研究会突出
问题导向，注重“真案”说法，
将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财
税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与企业实情相结合，先后举办
企业实用法律知识讲座培训
10多场次，参学人员达500多
人次。

送法进企业 服务入人心

本报讯（常德龙 陈永美）为进
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
维护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
定，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
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按照上级公
安机关的总体部署，市交警大队从
现在起至9月20日，集中开展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梳网清格”大会战。

通过“梳网清格”大会战，整改
一批存在隐患风险的重点车辆、重

点驾驶人、重点运输企业，查处一
批易肇事肇祸的严重交通违法，查
扣一批存在道路事故隐患的杂车，
抓获一批交通治安类违法人员，努
力实现“两个平稳可控，一个决不
发生”，即：道路交通治安形势平稳
可控，较大以上亡人事故平稳可
控，绝不能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的
工作目标。在此期间将强化对重
点车辆的检验和报废，大型公路客

运车辆、大型旅游客运车辆、危化
品运输车辆、“营转非”大客车、校
车、重型货车和重型挂车等7类重
点车辆检验率、报废率、违法处理
率达100%。强化对重点驾驶人状
况审查实现全网清，凡是有吸毒记
录 的 驾 驶 人 驾 驶 证 注 销 率 达
100%，持有AB证的重点驾驶人审
验率、换证率和一个周期被记满12
分驾驶证降级率达100%。强化对

重点交通治安违法犯罪实现全管
控，严格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
执法”要求，依法打击处理一批车
匪路霸、盗抢车辆、假牌假证、酒驾
醉驾毒驾、非法携带管制刀具、网
上逃犯。通过开展“梳网清格”行
动，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治安秩序稳定，以一流的道路交通
安全环境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庆。

市交警大队集中开展“梳网清格”大会战

本报讯（焦谨）为有效预防和
减少夏末秋初季节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保障全市道路安全畅通，
市交警大队立足全市工作实际，采
取得力措施，切实筑牢夏末秋初道
路事故预防的铜墙铁壁。

8月份以来，全面查找全市重
点区域和重点时段的薄弱环节，时
刻紧绷“安全弦”，先后排查整改
交通安全隐患 30 余处，并加大对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坚决遏制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
保全市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把货
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校车作
为重点管控车辆，民警深入到所
有客货运企业、学校进行联合检
查，重点查找管理漏洞和薄弱环
节，督促重点企业、学校落实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对于发现的安全
隐患，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
予以整顿，切实把各类安全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加强对

驾驶人的警示及安全教育，努力
提高驾驶人安全责任和安全意
识，主动做到不超速、不超员行
驶，病车不上路、疲劳不开车，文
明驾驶，安全行车。

紧密结合当前开展的“梳网清
格”活动，集中优势警力，突出整治
酒后驾驶、疲劳驾驶、涉牌涉证等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做到不消
除隐患绝不放行，8月份以来，先后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650 多

起。同时，扎实开展安全宣传活
动，努力为整治行动造声势、营氛
围。大队制作酒后驾驶、疲劳驾
驶、超载等违法行为及其危害的流
动宣传展板 40 块，在全市人口密
集场所、主要岗点等重点区域，有
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提升了交
通安全宣传的效果。通过多措并
举，全力打造一流的道路交通安全
环境，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
庆！

市交警大队强化夏末秋初交通安全管理

本报讯（焦谨）当前正值暑
期，外出旅游人员、车辆增多，
高温、雷雨、强风等恶劣天气多
发，给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带来很大挑战。为给群众旅游
出行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市交警大队采取得力措施，
不断强化辖区旅游客车安全管
理，加强客车营运监管力度，切
实提高旅游客车行车安全系
数。

对辖区客运企业进行全方
面检查，重点检查客车安全设
施、车辆审验情况、驾驶员资格
等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安全技
术不过关的、安全设施不齐全
的，责令其进行整改，不得带

“病”上路。对旅游线路路况进

行排查，强化完善交通标志标
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出
游车辆安全。同时，采取定点检
查和流动巡逻的工作模式，加
强对旅游客车的检查力度，加
大对客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严查超员、超速、疲劳驾
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凡是
发现疲劳驾驶、涉牌涉证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一律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坚持做到
严查严治，全力创造良好的道路
出行环境。

组织民警深入企业、社区、
车站等人口聚集地，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张贴标语、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提高广大群众对客车
交通安全的认识。同时借助短
信、微博、微信等媒介平台，大力
宣传客车违法运营的危害性，及
时发布实时天气以及路况信息
等交通安全提示，引导旅游客车
合理出行，安全行驶。

市交警大队
强化旅游客车安全管理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仇进 陆继军 摄

从 7 月 22 日起，新街镇
畜牧兽医站组织动物防疫员
和村干部等组成六支犬防小
分队，逐村轮流集中防疫，每
个村集中防疫一天，确保全
面完成防疫任务。

在此次突击活动中，工作
人员起早带晚在一线做好防
疫工作，广大养犬户积极主
动配合将家犬送至注射点，

并填写犬只免疫登记表，发
放家犬免疫证，活动开展顺
利有序。

狂犬病属国家规定的二
类动物疾病，严重威胁人畜
健康，人一旦感染，发病致死
率高达 100%。新街镇兽医
站在持续宣传狂犬病防控知
识的同时，注重引导提高广
大群众防控狂犬病意识，主
动参与防控工作，科学文明
养犬并做好自身防护。

新街镇开展家犬狂犬病
免疫突击活动

近期，冬瓜、豇豆等成为许河蔬菜市场的主角。在柏洲瓜果
专业合作社，每天有近 10 万斤的冬瓜、豇豆等蔬菜销往各大农贸
市场。 记者 许翰文 金莉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