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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2日下午，在宁启铁路
通启段跨通启高速48+80+48m连续梁
项目现场，工人们挥汗如雨，精心施工。
目前，宁启铁路启东段的桥梁工程接近
尾声，路基工程正全面展开。宁启铁路二
期启东段长39.45公里，今年计划基本完
成8座特大桥梁施工，路基完成90%，整
个项目预计2017年底竣工。

宁启铁路建设的快速推进，离不开
我市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服务保障。自
2014年底市政府召开宁启铁路建设准备

工作专题会议以来，我市专门成立了铁
路建设服务指挥部，工作人员、办公场
所、办公设施及各项规章制度，在一周内
全部落实到位，组织机构快速运转起来。

在施工保障方面，指挥部积极协调
项目的用地问题，在王鲍、南阳镇村二级
干部及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两周内
完成了相关项目的交地和清障工作，为
施工单位快速进场提供了保障。在政策
保障方面，指挥部办公室一成立就着手
研究并起草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经

过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宁启铁路
二期工程启东段征地拆迁补偿安置
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此基础上，将
政策意见、政策解读等汇编成《宣传
读本》，发放到广大涉路群众手中。

据了解，宁启铁路二期途经我

市北新、王鲍、汇龙、南阳、海复、吕四6个
镇。自去年3月市委、市政府召开铁路征
地拆迁动员大会后，全市上下积极响应，
高效组织，凝心聚力，快速推进，在较短
时间内完成了铁路沿线居民的拆迁、安
置和施工便道的清障工作。

去年4月，在镇村干部以及拆迁工作
小组仔细讲解拆迁协议的内容后，南阳
镇悦兴村12组村民王德仁郑重地在协议
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是该村第一
个因建造铁路让地签下协议的拆迁户。
宁启铁路建设涉及南阳镇8个行政村，
361户人家。宁启铁路二期征地拆迁工作
动员大会刚结束，南阳镇立即召开全镇
动员大会，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为了
消除村民们的疑虑，镇党委向村民们表
态，尽全力早日为拆迁户落实宅基地问

题，把进路修到村民的场院里，把水电接
到村民的新家里。拆迁征地过程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将先前统计好的各
户房屋面积等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宁启铁路启东段施工涉及12条输电
线路升高改造工程，其中500千伏线路1
处，220千伏线路3处，110千伏线路4处，
35千伏线路4处。自工程开工以来，启东
运维站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多次
与施工单位负责人对接交流，建立了铁路
供电对接微信平台，派专人每天对各个施
工点进行巡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交通部门全力配合做好宁启铁路二
期工程的服务保障工作，当前重点推进征
地、清算安置工作，做好路基施工和桥梁
施工的各项服务工作，确保年内基本完成
路基施工和重大桥梁施工。 （张以）

本报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刘伙金

“车窗抛物”，看似简单的一抛，却存在
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记者走访：随手抛物司空见惯
8月24日上午10时许，记者行至市

区人民路公园路路口。当时，路口北侧有
10多辆汽车正在等待绿灯，在这短短几
十秒的等候时间里，记者看到，两名一边
等待一边抽烟的男性驾驶员，在车辆即
将发动时，随意将烟头抛出车窗外；一辆
马自达副驾驶座上的一名女子，将一只
空饮料瓶毫无顾忌地扔出了车外。紧随
而上的车辆，特别是摩托车，经过此处发

现路上有异物后，不约而同地调整行进
轨迹。大约5分钟后，一名经过该路段的
环卫工人趁车辆来回穿梭的间隙，小跑
步奔向马路中央，捡走了那只空饮料瓶。

在人民路金鹰广场前的公交站点，
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正在候车的市民高
女士告诉记者，每天在这里等公交的她
早就对车窗抛物见怪不怪了。有一次她
看到邻座的一名乘客，直接往外丢用过
的餐巾纸。恰巧，一辆摩托车经过，看到
飞出纸团后，驾驶人条件反射作出了躲
闪动作。所幸，车速较慢，并未发生意外。

环卫工人：请尊重我们的劳动
今年57岁的俞大妈负责民乐路邮电

巷至公园路，以及名都巷等地的路面保
洁工作。她说，白天不少垃圾都是从汽车
车窗扔出的。这些垃圾包括擦汗的纸巾、
空饮料瓶、冷饮包装袋等。

“车窗扔出的垃圾，不少会滞留在马
路中央。其中一些钢制易拉罐由于硬度
高于铝制易拉罐，如果电动自行车、摩托
车压上去极易摔倒。一旦发现马路中央
有明显妨碍交通的垃圾，我们在保障安
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将垃圾清理出马
路。然而，极少数驾驶员不理解，还时常
责怪我们在马路中间走动，妨碍交通。”
俞大妈说，环卫工人就是为了能够保障
车辆安全通行，才冒着危险清扫垃圾。

交警部门：车窗抛物属违法行为
长期以来，对于车窗抛物，交警部门

采取各种整治措施，但一些驾驶
员、乘客仍然心存侥幸，漠视公
德、法规，肆意妄为。交警部门将
加大巡逻、监控和宣传力度，开展
车窗抛物整治行动，让车窗抛物
成为“社会公敌”。交警部门提醒

广大驾驶员、乘客，车窗抛物既是不文明
行为，也是违法行为。呼吁广大市民，杜
绝车窗抛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据悉，机动车驾驶员车窗抛物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
向道路上抛洒物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予警
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依
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驾
驶人记2分；乘客车窗抛物行为，则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66条的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
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89条的规定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8 月 25 日上午，启东中学 2016 届高一
新生军训会操表演暨闭营仪式在该校体育
馆举行，720名新生圆满完成为期5天的军
训课程。 潘杨摄

本报讯 8月24日，由市妇联主办的
全市巾帼岗位能力建设专题研修班在上
海大学举办。市级机关各部门妇工委主任、
巾帼文明岗负责人40多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培训内容为国学
智慧与女性领导干部能力素养提升、做个
聪慧的职业女性、女干部沟通技巧与公关
处理等。培训形式既有专题讲座，又有现

场教学，对于提高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和
业务水平，拓宽妇女工作思路，加强“巾帼
文明岗”建设，推动“巾帼建功”活动深入开
展，激励我市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十三五”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市各级妇联组织以“巾帼

建功”活动为平台，以争创“巾帼文明岗”
为载体，广泛动员各行各业妇女爱岗敬
业，岗位建功，用聪明才智和巾帼不让须
眉的精神，在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进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目
前，全市累计争创南通级以上“巾帼文明
岗”81个，其中全国级3个，省级26个，南
通级52个。 （黄晓燕 翟小华）

宁启铁路启东段建设全速推进
今年计划完成特大桥梁施工8座，路基90%

交通陋习之——车窗抛物

随手莫抛“公德心”
根据上级部署，今年8月至12月，我市组织开展“全民参与双评，践行文明

交通”主题公益活动，旨在动员全民参与文明交通公益互动，形成安全行车“启
东规矩”，凝聚文明交通“启东共识”。今起本报推出“摒弃交通陋习 践行文明
交通”栏目，曝光令人厌恶的交通陋习，弘扬令人尊敬的文明交通行为，切实推
动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取得更大实效。敬请关注。

本报讯 8月 25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卫锋，副市
长汤葱葱率市政府办、住建局、
国土局、城管局、控违办等部门
负责人视察控违拆违工作。

黄卫锋一行先后来到志圩
线、汇龙镇圩角集镇菜场、银河
路、善成小区等地，实地查看控
违拆违情况。经过整治的圩角
集镇菜场门口，干净整洁，以往
乱搭乱建的摊点已不见了踪
影。黄卫锋要求相关部门雷厉
风行抓整治，锲而不舍抓推进，
在拆除违章建筑的同时，进一
步做好周边环境整治，还老百
姓良好的生活环境。随后，黄卫
锋一行来到善成小区，详细了
解控违拆违情况。截至目前，善
成小区已拆除违章建筑 290
处，拆除违章面积近4000平方
米，小区中心路正在改造。黄卫
锋要求，抓紧时间对拆除后的
违章区域进行改造，切实加强
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杜绝回潮
现象。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黄卫
锋一行听取了全市控违拆违情
况汇报。今年6月18日，我市
打响了控违拆违工作攻坚战，
经过强有力的宣传、进户入点
核查、整合力量拆违控违，截至
7月底，我市已完成拆违复耕
地块117个，完成了总任务的
46.2%，复耕土地196.22亩；拆
除 存 量 违 建 138 宗 ，面 积
14365平方米；未出现一宗新
增违建。

黄卫锋充分肯定了前期控
违拆违工作。他说，两个月取得
的成绩实属不易，体现了全市上下攻坚克难的精神，
形成了一种不想违、不敢违、不能违的氛围，净化了
一方风气，凝聚了一股力量，难能可贵、成效显著。黄
卫锋指出，控违拆违工作十分重要和必要，顺应广大
群众的呼声，这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需要，也是改善城
市整体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城市的需要，更是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各地各部门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全力做好控违
拆违工作。态度坚决、乘势而上、持之以恒、注重方
法、合力推进，要抱着对全市人民负责、对启东未来
发展负责的决心，打赢控违拆违攻坚战。同时，还要
处理好事前与事后的关系，做到事前控制，落实责
任，防止出现新增违章；处理好强拆与自拆的关系，
主张自拆，但不排除强拆；处理好拆迁与拆后的关
系，加快拆后的清理复耕绿化等工作；处理好常抓与
抓常的关系，形成长效管理机制，驰而不息抓整治，
动真碰硬抓落实。 （陈丽娣）

我市迎来第九批省科技镇长团

紧扣科技主题
服务地方发展

本报讯 8月25日下午，省科技镇长团迎送座谈
会在市行政中心科技楼举行。会议回顾总结在我市
挂职的江苏省第八批科技镇长团一年来的工作，同
时欢迎省第九批科技镇长团来启挂职。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赵男男，副市长、第八第九批科技镇长团团
长朱晓阳主持会议。

此次来启挂职的12位科技镇长团成员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通大学等省内外
重点高校，他们将分赴启东经济开发区、吕四港经济
开发区、滨海工业园等挂职。挂职时间为一年。

赵男男指出，过去的一年里，科技镇长团紧扣
人才科技主题，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科技镇长团的工作表现、工作业绩得
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肯定，主要表现为：爱岗
敬业、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自主管理、团结协作的
团队风貌，认真务实、注重实效的工作作风。希望各
位团员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关注启东、支持启东。

赵男男向第九批科技镇长团团员介绍了启东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第九批科技镇长团每位成员
尽快融入地方，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发挥优
势，在推动发展中争创佳绩；敢于担当，在实干兴
业中树立形象，努力为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希望各相关职能部门强
化科技镇长团服务工作，优化团员在启干事创业的
环境。 （张春柳）

全市巾帼岗位能力建设专题研修班开班

提升能力水平 推动岗位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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