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天威 潘杨

7月23日上午8点20分，户外气温已
经达到35℃。“师傅，你辛苦了，这么热的天，
还顶着日头工作，希望我们的矿泉水能给你
送上炎夏的一丝凉爽。”在和平路人民路路
口，志愿者向一名环卫工人递上了矿泉水。
在得知沿街店铺有不少“饮水点”后，这位环
卫工人激动地竖起了大拇指，“有了这些爱
心商家，以后我们也有地方休息了。”

在文峰大世界附近执勤的城区一
中队民警薛玲珑和辅警顾建新，汗水早
已经湿透了警服。接过志愿者递来的矿
泉水，晒得黝黑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当天上午，来自今启公益协会的13
名志愿者穿梭于市区的大街小巷，遇到
执勤交警和环卫工就上前送水，感谢他
们的辛苦付出。短短一个小时，共送水
200多瓶，给冒着酷暑工作的执勤交警和
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去一丝清凉。

39.2℃,7月22日，启东遭遇有气象
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温。骄阳似火，许多
市民躲进了空调房，但环卫工人、快递
员、交警……却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7月16日，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指导下，由启东市网络文化协会主办，

今启网、今启公益协会承办的“清凉一
杯水，关爱一座城”活动在网络发起后，
得到了城区上百家商户、单位的积极响
应。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00多个免费饮
水点。（具体地点详见第四版）

永乐影城总经理周蓓蕾告诉记者，
影城除了提供矿泉水，还会轮流供应菊
花茶、大麦茶、柠檬水，给辛苦工作在烈
日下的劳动者解渴防暑。申港城“麻辣
无情“店主秦海林了解到这个公益活动

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在实验小学附
近的移动营业厅，除了挂出“清凉一杯
水，关爱一座城”标志的免费饮水点外，
还有一个志愿服务站，配备了一只药箱，
备有藿香正气丸、清凉油、创可贴、云南
白药等。工作人员卞红华介绍，目前全市
有15个移动营业厅参与此项活动。

递上一杯水，送上一份爱。志愿者
的微小行动感动了别人，也感动了自
己。今启公益协会一名志愿者激动地对

记者说：“今天上街送水是整个活动的
一个延伸。目前，全市范围内有300多个
免费饮水点，但还是有很多户外工作者
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供他们歇
脚、解渴。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让更
多人知道这项活动，支持这项活动。”

此次活动得到了恒瑞电源科技有
限公司、启东文峰大世界、启东天地精
华矿泉水3家企业的鼎力相助，他们一
共捐赠了230箱矿泉水。

清凉一清凉一杯水杯水 关爱一座城关爱一座城
——文明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现场见闻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现场见闻

志愿者给在执勤的特勤队员送上矿泉水志愿者给在执勤的特勤队员送上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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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0日，以色列住建部部
长嘎朗特（Mr.Galant）亲自向受邀前往
的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
长陈建年，颁发了以色列建筑总承包G5
资质。该资质为以色列建筑总承包最高
资质，南通二建是以色列获此资质的首
家外国公司。

此举意味着，南通二建已有资格作
为总承包商在以色列建造工程，也可以
和当地公司合作进行房地产开发。同时，
一旦项目落定，二建可根据签订的合同
向以色列派遣多达1000名从事房屋建
造的非以色列建筑工人。

“这是集团跨入以色列建筑行业的第
一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忠告诉记者，他与集团名誉董事长陈建
年带领考察团于7月17日抵达以色列，目
前正与以方洽谈新城的住宅项目。“虽然后

续还将面临签约、招工、现场及劳务管理等
方面的问题，但我相信通过集团上下的共
同努力，一定能开拓好以色列市场！”

作为对外工程承包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南通二建此次成功打入中东市场绝非
偶然。集团海外事业部经理汤荣礼介绍，去
年5月底，以色列住建部发布招标信息，希
望让拥有国际经验的外国建筑公司进入，
获得以色列本土民用住宅项目的5年参与
权。瞄准这一契机，南通二建开始着手准备
投标，对照以色列住建部的招标要求，将集
团资质证明、财务状况、工程案例等基础性
材料梳理整合后，交由公证部门公证、第三
方翻译。由于工作过于琐碎，二建海外事业
部在经营部、财务部、区域公司等部门的全
力配合下，前后忙碌了3个多月。

去年底，以色列住建部公布招标结果。
全球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企业参

与了激烈的角逐，南通二建凭着雄厚的实
力和严谨的态度，以优异得分脱颖而出。同
时入选的企业还有北京建工、江苏顺通、光
大国际、龙信集团以及葡萄牙的一家公司。

但中标仅代表南通二建被允许在当
地注册，接洽工程还需通过以色列住建
部承包资质认证。经过半年多良好的沟
通，南通二建终于成为6家中标企业中首
获以色列住建部建筑总承包G5（最高）资
质的建筑公司。

汤荣礼透露，以色列住宅项目将由
中润第一事业部负责，预计年施工产值
可达15~20亿元人民币，施工面积在20
万平方米左右。“我们将派一支技术精湛
的施工队伍进入以色列，确保延续二建
优良的品质保证。”

近年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启
东建筑拓展海外业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

遇，南通二建海外布局迅速推开。集团公
司在加拿大、美国西雅图都有开发及建
筑施工项目，在新加坡也有项目施工。第
八事业部在阿尔及利亚的造价1.5亿元、
3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已进入结构阶段。
6月份，二建组织考察团前往泰国、柬埔
寨、老挝等国家，力图打开东南亚市场。

“顺利进入以色列对我们拓展海外
业务是莫大鼓舞。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
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工业化程
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希望借此合作
机会，集团能打入世界犹太人的商圈。”
王忠雄心勃勃地说。 （刘吟菊）

本报讯 7月21日上午，我市第一次
全国海洋经济调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在市
行政中心召开。副市长袁圣菊出席会议。

为切实做好第一次海洋经济调查工
作，我市制定了《启东市第一次全国海洋
经济调查计划》。根据《计划》，此次调查

时点为2013年12月31日24时和2015
年 12月31日24时，时期为2013、2015
年度。调查结果录入全国统一涉海单位
清查系统，截止时间为2017年10月。调
查对象为我市辖区范围内从事海洋经济
活动的法人单位和渔民等。调查内容包

括涉海单位清查内容、产业调查内容、专
题调查内容，其中专题调查内容涉及海
洋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围填海规模情况、
海洋防灾减灾情况、海洋节能减排情况、
海洋科技创新情况、涉海企业投融资情
况、临海开发区情况等。

此次调查分六个阶段开展工作。第
一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7月底前完成），
第二阶段为涉海单位清查阶段（8月底前
完成），第三阶段为数据采集阶段（9月底
前完成），第四阶段为数据处理阶段（10
月底前完成），第五阶段为总结发布阶段
（12月底前完成），第六阶段为应用开发
阶段（2018年6月底前完成）。

袁圣菊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明确任
务，坚持依法调查，强化调查治理，严肃
调查记录，抓好宣传发动，加强协调，确
保调查工作如期圆满完成。

（黄彦茗）

本报讯 近日，省经信委（中小企业
局）公布了2017年度拟认定省科技小巨
人名单。其中，我市的南通巴兰仕机电有
限公司、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
家企业入围。

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培
育创新型企业，增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
力，提升中小企业质量和效益，促进全
省中小企业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
发展轨道，省经信委 （中小企局） 自
2013年起启动了全省科技小巨人企业认
定工作。

科技小巨人企业要求是在省内注册
登记时间5年以上的制造业小微企业，主
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细分行业内排名前
列，专注主业，具有“工匠精神”，持续研
发投入大，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主要经济
指标在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管理规范、

信誉良好、社会责任感强，具备良好发展
前景，无不良行为记录。

据悉，南通巴兰仕机电有限公司位
于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专
业研发、生产和销售汽车轮胎拆装机、轮
胎平衡机、汽车举升机、四轮定位仪等汽
车保修维修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拥有超过600人的熟练技工及高效管理
理念，配合完善的品质保障体系。产值从
2013年的3000多万元增长到2016年的
1个亿，2016年为国家贡献税收800多万
元，被评为启东市铜牌企业。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分立器件、电力电子
元器件研发、制造和销售的江苏省高新
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内生产“方片式”
单、双向可控硅最早及品种最齐全的厂
家之一。公司建有“江苏省企业技术中
心”、“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
内电力半导体器件领域中，晶闸管器件
芯片方片化这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公司“捷捷”牌产品在国内市场已拥有很
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多年来部分
产品已销往日本、韩国、西班牙、新加坡、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相关链接】被认定为“科技小巨人”

的企业可以享受一系列培育措施。加大
培训力度，组织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负
责人到国内外重点高校进行高端培训，
帮助他们开阔思路、培养战略思维和持
续创新能力。加大服务力度，建立服务

“直通车”制度，帮助协调解决科技小巨
人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加大项目扶
持，在技术改造、研发能力提升、人才引
进等方面的投入，国家和省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优先予以支持。加大宣传推
介，组织推介宣传活动，提高企业知名
度，为科技小巨人企业成长和培育工作
营造良好氛围。 （黄欣美）

全市副科职领导干部接受
专题培训

旗帜鲜明讲政治
身体力行作表率

本报讯 7月22日上午，全市副科职领导干部
“旗帜鲜明讲政治”专题培训在市行政中心党员干部
学习教育中心举行。南通市委党校副校长费凡受邀作
专题讲座，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男男出席并讲话。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关于“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要指示，
省委要求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突出党员领导
干部这个重点，面向全体党员开展“旗帜鲜明讲政
治”专题学习培训。

讲座中，费凡教授从“为什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旗帜鲜明讲政治应讲什么、怎样实现旗帜鲜明讲政
治”三个方面，阐明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重大历史意
义、深刻思想内涵、丰富时代价值和学习实践要求。

赵男男要求，全市党员干部要把旗帜鲜明讲政
治内化为更强的思想自觉，落实为更严的工作要求，
转化为更好的实践担当，做政治坚定的表率、干事创
业的表率、为民服务的表率、严格自律的表率，以实
际行动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力量。

全市各镇、园区、街道，市级机关各部门，市各直属
事业单位副科职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朱俊俊）

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加码推进
上半年我市关停28家禁

养区和140家非禁养区养殖场
本报讯 上半年我市关停140家非禁养区养殖

场，下半年要继续下大力气推进治理工作。7月21
日，全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推进会在王鲍镇政
府召开，对下阶段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进行再部署。副
市长袁圣菊出席会议。

上半年，全市各区镇、各部门紧紧围绕年度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目标任务，认真抓好禁养区关停、非禁
养区拆除及整治等工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全市禁
养区关停工作圆满完成。截至6月底，我市列入南通
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任务的28家养殖场已全部关
停拆除或签订关停合同，在南通各县市区中率先完
成。同时，非禁养区拆除工作进展顺利。今年年初，市
农委和环保局针对群众矛盾突出、举报较多、污染严
重的养殖场（户）进行排查，共列出了140家非禁养
区待关停拆除的养殖场，目前此项工作也已基本完
成。但是，非禁养区治理工作中还存在畜禽养殖场验
收合格率偏低等问题。

袁圣菊要求，各区镇、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做好台账；强化举措，落实推
进，全力做好下半年畜禽粪污治理工作。（黄彦茗）

二季度基层党建工作交流
点评会召开

确保从严治党
要求落到实处
本报讯 7月22日上午，全市基层党建工作第二

季度交流点评会分两个阶段召开。会议总结二季度
党建工作，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市领导汤雄、姜平、
赵男男、沈良杰出席会议。

会上，全市各镇（园区、街道）通过ppt形式汇报
了第二季度党建工作情况，市纪委、市委宣传部、组
织部分别作了点评。

二季度，我市各级党组织找准职责定位，把党建
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

“走帮服”活动中，建立健全三方会商会办、分层分类
落实、对单销号管理工作机制，全市66%的问题得到
了解决。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组织开展市容环境
秩序、城区主次干道交通秩序等整治行动，城市整体
形象得到了极大提升，创建知晓率、认同率大幅提
高。基层党组织“四有四化”建设、“先锋型”机关创建
等党建重点工作稳步推进，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
大部分基层党组织结合富民强村、社会治理等工作，
强化党建“书记项目”等抓手，打造品牌，培育亮点，
形成了“一镇一特色、一村一品”的党建工作格局。

市委副书记汤雄要求，全市各地各部门要以“旗
帜鲜明讲政治”为主题，强化理论武装工作，强化纪
律教育，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强化党员干部思想
教育。要以“走帮服”活动为载体，有重点地组织回
访，严格落实三方会商会办机制，加大问题解决力
度，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以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为目标，继续深化“四有四化”建设，持续推进基层
党建“书记项目”，进一步规范党内组织生活，坚持抓
基层打基础不放松。要以落实“两个责任”为重点，层
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扎实推进巡察工作，抓
好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纵
深发展。 （黄彦茗）

“一带一路”为启东建筑拓展海外业务提供新机遇

南通二建获以色列建筑总承包最高资质

我市2家企业入围省科技小巨人

海洋经济家底知多少？
我市启动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