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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商品用“淘宝”，办事情用

“江苏政务服务网”。
下载“江苏政务服务”手机

APP，与您生活、就业、保障、经商

等密切相关的 10万项便民服务
事项和8万个办事场所等信息等

着您，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一网
搞定”！

江苏政务服务网

喜 讯
启东新华书店所属的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推出的凤凰教育在线网站，24
小时在线提供“助学读物预售”，“教师
空间”，“学生空间”，“教材专区”等板块
专注于服务教育，服务教师，服务学生。

启东新华书店2017年秋季将继续
依托凤凰教育在线网站提供优质，正版
的助学读物网上订购服务。该网站在线
提供由名师编写的助学读物，贴合启东
教育实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业水
平。欢迎广大师生、家长在线选购。

凤凰教育在线网址：http://edu.
ppm.cn 。（具体操作流程附后）

启东市新华书店
2017年5月23日

启东新华书店助学读物网上预购操作流程【2017秋季新版】
为了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

和创新服务方式，2017年下半年（秋季）新华书店继续
提供助学读物网络预购服务。凤凰新华官网提供网上
预购平台。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凤凰新华会员注册流程（如已注册过的
可直接进行第二步）：

1.打开电脑并打开浏览器（建议使用火狐浏览
器）。

2.输入并打开凤凰教育在线官网 http://edu.
ppm.cn。

3.点击网页右上角“注册”菜单。
4.请填写完整“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电子邮

箱、性别”，并打钩“我已阅读并同意《凤凰教育在线服
务条款》”，点击网页下方“立即注册”，返回主页。

5.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长期有效，无需重复
注册），方便以后继续在线购买。

第二步、助学读物预购流程：
1.返回（登录）凤凰教育在线官网 http://edu.

ppm.cn。[注意网页右上是否是本人的注册名登录，
如不是，请点击右上“退出”后用本人用户名登录。]

2.点击网页上方“助学读物推荐”菜单后，选择所
在城市：南通。区县：启东。进入启东新华书店网页，点
击右上方“助学读物”菜单后，选择学生所在年级（九
月一日前所在的年级以及九月一日后所在的年级），
然后填写：城市“南通”，辖区“启东市”，地区“学校所
在乡镇”，最后选择学校“学生所在的学校名称”，并填
写“学生姓名”，“家长姓名”，“手机号码”，点击“下一
步”。

3.选择要想选购的套餐或有关书目，并点击“下一
步”。

4.打钩所选套餐书目，并填写购买数量，然后点击
“下一步”。(在这一步您如注册后未正式登录，系统将
提示您登录；未注册的用户参照第一步操作，注册后
登录。)

5.选择支付方式：选“支付宝支付”或“银联在线支
付”，并点击“完成”进入下一页面，点击“支付”，填写

有关支付信息完成后进行支付。
6.支付后，在“我的助学读物订单(查询）”中可查

看订单状态（显示非本人账号，重启浏览器）。
其他有关事项：
1.助学读物网络预购截止时间：见网页说明。
2.您所预购的图书一般会在新学期开学后一个月

内通过物流送达学校。
3.如在网购中遇到问题，可咨询有经验的老师或

各学校所在片区的新华书店：
新港店13962810609，吕四港店13861979188，
和合店13862970079，向阳店13862990881，
城北店（长江，汇龙，紫薇，善成小学及开发区初

中等汇龙镇小学初中，市一中）15951336118，
教育店（百杏中学，长江中学，实验小学，汇龙中

学）13862899188，
南郊店（折桂中学，南苑中学，南苑小学，启东中

学）13962902126，
新 华 书 店 教 材 科 ：0513-83343776，

13584733552，13962814356。
4.由于其他原因不想或无法完成在线订购，请您

带齐书款（多退少补）到学校所属当地新华书店或指
定地点，也可在本处签上：学校____，年（班）级____，
姓名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交所属新华书
店工作人员登记后为您提供代购服务。

5.网络预购平台部分书目展示：

学 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专题读书

书 名

高效课堂导学案（评价与提升全优读本）·语 数 英 ＃ 选1

语文新补充阅读（推荐）；英语听力与阅读；快乐假期

国学专题：经典诵读.书法课堂

高效课堂导学案（评价与提升全优读本）语数英物化政史地生 ＃ 选1

英语听力与阅读

国学专题：经典诵读，书法课堂

高效课堂导学案（凤凰新学案）·语数英物化政史地生 ＃ 选1

高效课堂一轮金牌测试卷 ·语 数 英

新人文读本

根据活动安排

涉海单位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健全机制强化责任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本报讯 日前，市国家安全办公室牵头召开全市涉海
单位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市海渔局、启东海关、检验检疫局
等重点涉海部门和沿海乡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朱志强出席会议。

朱志强对近年来我市国家安全工作给予肯定，对各涉
海单位进一步发挥部门职能、主动协作配合、推进国家安
全领域各项工作提出了要求。朱志强指出，要统一思想，充
分认识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要健全机制，切实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职能；要强化责任，有效推进国家安全人民防
线建设。

会上，市国安办通报了我市海上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
设开展情况，部署当前海洋领域反技术窃密专项活动。各
涉海部门结合各自职能，汇报交流了相关工作。

会议确定建立涉海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研究
涉海涉外安全隐患等事项，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良
好工作模式，不断凝聚强大合力，推进国家安全的各项工
作，为维护全市政治社会稳定发挥更大作用。（朱海慧）

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召开

树立协同办案理念
切实加大办案力度

本报讯 5月19日，我市召开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
市领导朱志强、沈良杰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反腐败协调工作，先后多次召
开领导组会议，推出多项工作举措。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
职能优势，加强组织协调，先后向市纪委移送线索317条，
成案294条。不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严肃查处了一大批
违纪违法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多元。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沈
良杰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市反腐败协调工作取得的成
效，指出当前启东正处在对接上海、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的关键时期，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体制机制
漏洞，少数基层干部为民意识淡薄，客观上为滋生消极腐
败现象提供了土壤。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按照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和省、南通、启东党代会的部署，充分认识加强
反腐败协调工作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协同办案理念，切
实加大办案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为启东奋力夺取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新胜利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会上，市纪委有关负责人组织学习了《中共启东市委
办公室印发<关于在查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
违法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反
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加强反腐
败工作的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等内容作了交流发言。

（施宇飞 蔡樱子）

本报讯 “这是我们的桂山2号塔
筒，再过一个月就将交付使用。”5月17
日，在蓝岛海工风能装备制造现场，南
通蓝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
张国祥指着刚完成喷漆的“庞然大物”
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生产的导管架、
钢管桩等海上风电的基础配套设施已
占国内装备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蓝岛海工是一家专门从事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的民营企业。面对严峻的海
工产业发展形势，海工船舶工业园主动
出击，除了通过并购、合资、租赁等方式
招引在国际国内有影响力、技术含量高
的大企业入驻外，还引导入驻企业转型

升级，从传统造船业向高端海工装备制
造业迈进，蓝岛海工便是其中之一。今
年，蓝岛海工投资10亿元兴建超常规风
能装备及深水海工产业线，主要兴建塔
筒转运车间及专业喷涂车间、滑道、出
运码头、材料码头等。“项目建成后，将
实现年出口海洋风电装备约20万吨，出
口创汇3亿美元，利税1亿元。”张国祥
介绍，目前塔筒主体车间已经完工，涂
装车间也已封顶。

在蓝岛海工综合技改项目现场，机
声隆隆，两个巨大的车间已经基本建
成，工人们正忙着加快推进配套车间的
施工进度。“这些钢管桩都是为国内某

大型企业配套生产的。”张国祥介绍，蓝
岛海工专业承建自升式平台、平台供应
船和海上风电装备，具备成熟的设计、
管理和建造经验，严格的安全、质量及
环境体系。为满足企业未来发展需要，
近年来，蓝岛海工将目标锁定在21世纪
最为清洁、安全的可再生能源——风
电，一直致力于打造配套技术改造项
目，进一步提升海上风电等重型装备的
建造能力，形成专业的海上风能装备专
业生产线。

蓝岛项目的快速推进与园区的保
姆式服务密不可分。海工园经发局工作
人员蒋波告诉记者，近期园区以项目建

设为主线，推动优势产业发展，重点推
进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项目快速发
展责任化，落实结对挂钩制度，定期汇
总项目进展情况。本月初，他们还会
同市发改委、商务局、环保局等部门
为蓝岛化解在土地、资金、审批等方面
的突出矛盾和难题，推进项目快建设、
早达效。 （陈晓菊）

吴建新获评南通
“三名”年度人物

本报讯 5月22日上午，2017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
览会暨首届通商大会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在
随后举行的通商峰会上，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建新等10位企业家获评南通“三名”年度人物。

南通“三名”年度人物是指在南通本地经营的各类企
业主要负责人，参选条件是所在企业创新能力较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企业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
发展模式创新成效明显等。

作为我市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十年来在国内A股
市场成功上市的三家阀门专业公司之一，神通阀门始终
坚持“要做就做到最好”，争当国内阀门行业“单项冠军、
行业先锋”。近年来，神通阀门在吴建新的带领下，不断加
大研发资金投入，积极开发高水平核电阀门新产品。从材
质的选择到抗震试验、抗辐射试验、抗老化试验，从零部
件加工到样机试装和进行各种试验，神通阀门累计获得
专利 183 件，核级蝶阀、球阀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90%。 （戴丽丽）

蓝岛海工锁定风电装备制造
投资10亿元兴建超常规风能装备及深水海工产业线

昨天上午，2017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暨首届通商大会隆重开幕。海内外知名通商、通籍知名人士代表，来自欧美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侨商侨领，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企业家代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等800多位嘉宾共襄盛会。这些嘉宾中有相当一
部分来自启东，他们与会之时，纷纷寄语家乡，祝福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接轨上海战略中收获更多的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陈丽娣 郁卫兵

5月21日上午，刚参加完首届江苏
发展大会的藏缘集团董事长管新飞，又
马不停蹄地赶到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参
加首届通商大会。“能够参加通商大会，
我感到很荣幸。”管新飞激动地说，“在
通商会上我接触到了很多通商，学习他
们的成功经验后深受鼓舞。”

管新飞是我市汇龙镇人，1997年
凭着一颗执着的创业之心进藏，创办了
西藏金田经贸有限公司；2004年1月，

创办了西藏臧缘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2008年8月，回家乡创办了江苏藏缘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么多年在外地
打拼，今天南通成立世界通商总会，让
我们南通籍企业家在家乡有了自己真
正的‘家’。”管新飞说道。

作为一个启东人，管新飞时刻不
忘家乡。“启东市委、市政府提出全面
对接上海，要做上海北大门的‘门柱
子’，回家乡投资正是好时候。我想带着

更多的在外启东
商人回家乡投
资，共同为家
乡的发展添
砖加瓦。”管
新飞说。在
这一点上，管
新飞早已先
行了一步，除
了已在家乡创
办了藏缘农业，
现在正与相关企业

进行对接，准备在启东作进一步的投
资。

对于启东对接上海，管新飞也有着
自己的见解。“启东对接上海，首先要从
国家顶层战略‘一带一路’出发，不仅仅
只是传统的行业对接，更要以超前的思
维，进行顶层架构设计，引进科技含量
高、未来发展前景好的产业，这样才能
在对接上海时，让启东的企业在世界上
更有竞争力。”

本报记者 黄欣美 郁卫兵

顾衍时祖籍启东，现为克勤国际企
业集团总裁、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
国专家局美中人才交流基金会理事。这

次应邀参加通商大会，顾衍时觉
得十分荣幸：“我对南通不陌生，
对家乡启东更不陌生，短短几年
时间家乡发展得如此迅速让我
惊叹。”

顾衍时出生于1942年，曾任世界
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氏事
务所”审计部门负责人，1974年创办美
国华裔最具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克勤会计师事务所”，现任克勤国际
企业集团总裁。作为知名的社会活动

家，顾衍时曾担任联合国驻台湾办事
处行政主管、美国加州代理州务卿及
美国苏浙沪同乡会会长等职，曾被美
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并誉为

“美国新移民中成功的最佳典型”。
“我家的祖坟还在启东，多年前回

启东寻亲扫墓时，一名工作人员给我
递上了一双雨鞋，当时很纳闷，这大晴
天又不下雨为什么要穿雨鞋，经过解
释才知道每个村的坟墓都集中在田
间，不穿雨鞋的话鞋子上全是泥。”回

忆起第一次回启东的场景，顾衍时记
忆犹新，“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来
之前特意上网查了查启东的情况，泥
巴路变成了水泥路，路网工程全面铺
开，城市框架拉得很开，启东已是一座
现代化的城市。”

在顾衍时看来，启东有着显著的区
位优势，崇启大桥建成通车后和上海仅
一个小时的车程，附近有南通、上海的
机场，交通便利，是上海北大门的“门柱
子”。启东工业基础较好，产业体系完
备，园区配套齐全。“我对启东充满希
望，对投资启东这方热土很有信心。回
美国后，我准备和几位企业家朋友商量
商量，根据启东产业定位特色，找准项
目，来启投资发展。”顾衍时如是说。

本报记者 黄欣美 陈丽娣

“我的家乡是块风水宝地，很多沪
上企业把生产基地搬到启东，以此辐
射整个长三角地区。”5月22日，前来
参加通商大会的香港中华工商总会行
政总裁陈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陈峰出生于1976年，启东寅阳
镇人，2004年加入香港中华工商总
会，现任行政总裁，负责商会中内
地事务及目标策略规划，并荣任香
港中小企商会联席会议联席主席、
中国扶贫基金会信息扶贫专项基金
办公室副主任、《中港精英》杂志社
总编辑等职。

工商总会旨在促进香港与内地经
贸旅游的合作交流，引导更多香港企
业来内地发展。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
启东人，陈峰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家乡，
团结了很多旅港的启东乡亲，并担任
了香港启东同乡会会长。“启东同乡会
在香港虽然是一个县级同乡会，但成
立5年多来，始终积极参加各项事务，

大力宣传家乡启
东。”

这 次 来
到南通，陈
峰还有一个
心愿。“明天
我准备回家
乡，更加直
观了解启东
的 发 展 环
境。”在陈峰的
眼中，崇启大桥的
建成通车，启东与上海
接轨，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受上海辐
射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他希望启东
发挥特有优势，把更多的海内外启东
儿女吸引回来，在启投资创业，为当
好上海北大门的“门柱子”作出贡
献。香港是现代服务业高度集聚的特
区，在科创、物联网、物流等领域非
常发达，陈峰表示以后要用更多的时
间、机会，对接两地的产业，创造更多
的合作机会。

通商大会上部分启东籍嘉宾寄语家乡

找准项目来启投资
——访克勤国际企业集团总裁、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顾衍时

为家乡招引更多的项目
——访香港中华工商总会行政总裁陈峰

回家乡投资正是好时候
——访藏缘集团董事长管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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