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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是一年春光好，植树添
绿正当时。3月12日上午，王晓斌、黄卫
锋、顾云峰、孙建忠等市四套班子领导
来到大兴线、世纪大道交汇处的植树
点，与部分市镇机关干部、惠萍镇志愿
者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上午9时10分，市委书记王晓斌一
行来到植树点，一下车便和机关干部一

起忙碌起来。王晓斌与大家一起，相互配
合，扶正树苗，挥锹培土，踩实压紧……
每一道工序都做得十分认真仔细。一会
儿功夫，新栽的树苗迎风挺立。王晓斌
一边铲土，一边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交
谈，并叮嘱农口部门负责人要确保树苗
的成活率。

植树点一片忙碌景象，参加植树的

100多名机关干部和志愿者三四人一组，
有的奋力挥锹填土，有的俯身为树苗浇
水，有的边干边交流加强绿化建设、改善
生态环境的相关情况。经过近1个小时的
紧张劳动，一排排新栽下的树木把脚下
这片土地装扮得生机盎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绿
化建设工作，市领导年年带头义务植

树，在全市掀起了全民植树造林的热
潮。今年，全市计划完成新增成片造林
面积2.5万亩以上，重点实施骨干河道
绿色生态景观工程、沿海防护林建设工
程、绿色通道造林建设工程、特色林业
基地以及优质苗圃基地建设工程、高标
准农田林网建设造林工程等十大工程。

（黄燕鸣）

本报记者 范存娟

3月8日上午，王鲍镇久隆集镇新生
街，车来人往，镇党委书记黄豪杰与相关
人员再次来到现场查看环境，会商整治
方案。这位王鲍镇的“当家人”，年后上班
半个多月来，已来这里不下三次。

频繁查看现场，只为拿出更合理、有
效、科学的久镇集镇环境整治方案。在王
鲍工作4年多，黄豪杰每天上下班都要经
过集镇。这几年，经过陆陆续续的整治，
这个老集镇发生了新变化，但尚未达到
治本目标。

久隆集镇整治范围广、任务重、难点

多，分管此项工作的王鲍镇人大主席徐张
禄对此深有体会。作为王鲍镇政府的所在
地，该集镇有“三横两纵”道路，1个农贸市
场，3所中小学校，1所医院，街面上商铺林
立，每天人流、车流量大。环境卫生、流摊整
治、沿街电线光缆、车辆停放、户外广告、店
牌店招整改等，每一个问题都是“硬骨头”。

流摊问题曾让居民怨声载道。“流摊不
仅妨碍交通，而且严重影响了集镇形象。”
镇“六位一体”办公室负责人纪建石说，一
次一辆流摊三轮车与一辆轿车发生碰擦，
双方从言语冲突发展为肢体接触，造成交
通一度瘫痪。王鲍镇曾几次组织集中整治，
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为此，王鲍镇实行机关干部包片负
责制，不定期上街，对片区流摊进行劝
离、疏导。在堵的同时加强疏，该镇在镇
区建设了5000平方米的君诚购物广场，
将流摊集中于此，让他们安居乐业。现
在，镇区流摊现象已明显减少。

每天，王鲍镇新桥镇村村民李炳冲
骑上电动车，带上白涂料、灰刀等，转战
在集镇的大街小巷。自去年开始，他有了
一个新身份——“牛皮癣”整治员。“牛皮
癣一露头就清除。一年下来大概清除了
1300多处（块）的牛皮癣。”李炳冲说。

在设立专职人员进行治理的同时，王
鲍镇还与电信、移动等部门联系，对“牛皮
癣”上多次出现的电话号码进行屏蔽。“一
年实施下来，效果十分明显，现在乱贴乱
涂的小广告越来越少了。”纪建石说。

目前，久隆集镇整治工
作正一项一项有序实施。针
对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该
镇在镇区已有1个停车场的
基础上，再建1个停车场，目

前选址工作已结束，同时，因地制宜布设
一批高清球机监控。为加强卫生保洁力
量，久隆集镇保洁员配备从10个增加到
14个，实现了人等垃圾，垃圾回收点改造、
垃圾桶的设置等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3
月9日上午，针对沿街电线光缆杂乱无章
的现象，该镇与供电、电信、移动、广电等
部门协商整治事宜……“一些问题不是一
天两天形成的，整治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但我们有信心解决好。”徐张禄表示。

3月5日，王鲍镇下发《王鲍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方案》，从镇区保洁、基础设
施管护、占道经营管理等10个方面明确
集镇环境综合整治的硬性标准。“我们要
通过强基础、补短板、建机制、树品牌，着
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让
我们的老集镇焕然一新。”黄豪杰表示。

本报讯 你一锹、我一铲，有的挖
坑、有的栽树……3月12日下午，在东
海镇兴旺村，一派热火朝天忙碌景象，
来自该镇的机关干部、村干部、网格长
70余人挥镐扬锹，积极参与植树活动。
不到一个小时，便种下了300多棵红榉
树和水杉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连日来，
全市各地各部门抢抓有利时机，全力推
进新一轮绿化造林工作。圆陀角旅游
度假区组织平安法治志愿者，与恒大
海上威尼斯业主一起，种植了40多棵
桃树。海复镇五圩村组织开展植树节
活动，村干部和村民们一起种植了220
多棵紫薇树。长龙三村社区组织小朋
友开展植树活动的同时，还讲解了植
树节的来历，常见绿植的种类、病虫
害等相关知识。

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步履铿锵，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挖造林潜力，打
造绿化城市，拓展绿色空间，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启东提供有力的绿色生态支
撑。今年计划完成新增成片造林面积2.5
万亩以上，其中珍贵用材树种成片林0.5
万亩以上、超40万株；创建启隆、近海两
个森林城镇及15个绿化示范村村、、41个

“三化”（彩色化、珍贵化、效益化）示范

村村((单单位、片)；全民义务植树80万株等。
大力推广种植广玉兰、菊花和月季，古
树名木保护率达100%。

咬定创建目标，今年我市规划实施
的十项重点绿化工程分外醒目。包括：

以“常年见绿、多季彩色、应时有花”为
目标的骨干河道绿色生态景观工程，以

“构建沿海森林生态屏障”为目标的沿
海防护林建设工程，以“打造高品质绿
色生态长廊”为目标的绿色通道造林建

设工程，以““逐步形成春天五彩争妍逐步形成春天五彩争妍、、夏夏
天绿意无限天绿意无限、、秋天层林尽染秋天层林尽染、、冬天踏雪冬天踏雪
寻梅生态意境寻梅生态意境””为目标的特色林业基地为目标的特色林业基地
以及优质苗圃基地建设工程等以及优质苗圃基地建设工程等。。

（（钱爱仁钱爱仁））

启东经济开发区“六个两”工
作法推进项目建设

专业小组跟踪
专业条线服务
本报讯 3月8日，启东经济开发区第3项目组

召开工作例会，协调解决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碰到的
难题和矛盾。至此，开发区5个项目推进小组2018年
第一次例会全部结束。

为加强项目跟踪服务和督促检查，促使一批在
谈项目早签约、在手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
早投产，启东经济开发区制定出台《启东经济开发区
项目建设推进办公室工作方案》，成立项目建设推进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5个项目建设推进工作组，
分别由班子领导任组长、总负责。

工作组运用项目建设“六个两”工作法，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两个对照：对照协议、对照序时表；两个
关键：项目证照齐全、地面出形象；两个证件：土地
证、施工许可证；两个形象：施工进场打桩、地面出正
负零；两手抓进度：成立专业小组全程跟踪、专业条
线专业服务；两个督促：每周一次推进会全程督促，
纪工委随机抽查专业督促。

目前，开发区的22个亿元以上项目，个个项目有
人跟，个个项目有人推，个个项目有人管。

（范存娟 夏辉）

“张謇杯”和“三名”人物评选启动

选树先进典型
发挥引领作用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张謇杯”杰出企业家和南

通“三名”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启动。记者昨天从市
发改委了解到，我市正在积极组织申报，目前，评选
处于推荐申报阶段。

今年的评选突出“创新发展·争先创优”主题，重
点评选在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壮大、致力科技创新、加
快转型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等方面取得突出业绩，在
南通经济建设领域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良好的公认
度和广泛的影响力，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显著
贡献的优秀企业家。

“张謇杯”杰出企业家的评选突出“实业”二字，
要求评选对象能坚定传承张謇实业报国精神，坚守
实业，致力做强做大实体经济，在南通具有鲜明的代
表性、良好的公认度和广泛的影响力；所在企业在全
国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核心竞争力突出，对产
业、区域发展的带动示范作用强。南通“三名”年度人
物的评选注重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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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评选要经过组织推荐、汇总初选、联合预
审、媒体公示、确定人选等程序，最终结果预计4月出
炉。 （钱爱仁）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内在的灵魂。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贯穿于启东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确保文明城市创建的制度化、规
范化和常态化推进。为全面展示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做法举措、工作成效和典型
经验，汇聚全市干部群众共建共享的不竭动力，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创建文明
城市 补好发展短板 让启东更干净更整洁更有序”专栏，敬请关注。

为东疆大地添新绿
市领导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全市全市各地掀起植树造林热潮各地掀起植树造林热潮
今年计划完成新增成片造林面积今年计划完成新增成片造林面积22..55万亩以上万亩以上

针对久隆集镇环境顽疾，王鲍镇制定整治方案，掀起“环境革命”——

啃“硬骨头”解“老大难”

本报讯 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标准
计量科工作人员深入走访我市各相关重
点企业，宣传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指导
企业加强技术标准工作。“今年我市标准
化工作目标已经明确，当前正抢抓企业
开工之际，指导重点企业推进标准化工
作。”市场监管局标准计量科科长姜陈辉
说。

标准是企业组织生产和经营的依
据。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谁掌握了技术
标准，谁就拥有了行业话语权。近年来，我
市高度重视技术标准工作，大力实施“标
准兴企”战略，助推企业不断强化标准化
基础工作，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并
鼓励有能力的企业争当标准制定者，积极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

2017年，我市有125家企业完成网

上备案产品标准420个，全市采用国际标
准的重点工业产品新增30个。启力锻压
成功获批省级标准化试点，飞虎针业、启
东润滑两家企业成功获批组建国标委工
作组。去年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修订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30个，创历年来最好记
录。此外，团体标准试点工作也取得了实
质性成果，启东水产业加工商会发布了2
项水产加工团体标准。

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为进一步夯实

标准化工作基础，增强标准化服务能
力，全面提高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有效性，今年我市计划网上备案企业
标准250个，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及
国外先进标准15个，积极推进启东润滑
组建国标委分技术委员会，力争推动本
地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修订
项目8个。

此外，我市还将加强标准化管理示
范企业培育，通过建立和确认一批标准

化管理示范企业,推动企业标准体系的
有效建立和高效运行,切实发挥标准化
工作的支撑和驱动作用,夯实企业质量
管理基础。计划辅导3家企业申报省级标
准化试点。围绕我市支柱产业、特色产业
以及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瞄准重点企
业、优质企业，积极开展走访、培训和指
导工作，不断助推企业加强标准化工作，
增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朱俊俊 茅双双）

新一轮“名校优生工程”启动

招录紧缺人才
提供政策红包
本报讯 3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理工

大学举行的2场启东人才招聘活动吸引了多方关注。
活动当天共有40多名优秀大学生前来咨询，收到简
历20多份。

自2010年起，我市启动实施“名校优生工程”。
每年面向全国重点高校招录紧缺急需专业全日制硕
士以上优秀毕业生，为启东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人才。

本次招录活动于3月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正式
启动。招录名额为30名左右，涵盖医药化工类、药学
类、生物工程类、电子信息类等10多个紧缺专业。

为了解决引进人才的后顾之忧，我市准备了一
大波政策红包。据了解，录用人员为全额拨款事业性
质，享受同类人员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录
用人员试用期一年，试用期内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
专长安排到乡镇、园区、市级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
试用期满考核优秀的，作为启东市乡科级后备干部
进行培养，提拔为副科职领导干部的按规定报批公
务员身份。

录用人员到启东工作后，我市除一次性给予一
定的安家费外，还在服务期内提供专项生活津贴和
购房补贴。其中，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分别为每人每
月3000元、1500元的生活津贴和每人20万元、10万
元的购房补贴。相关待遇根据政策调整按从高从优
原则执行。

据统计，自“名校优生工程”实施以来，我市已累
计招录5批共119人，专业涉及港口物流、城市规划、
道路交通、水利工程、中文等。今年，我市人才招引队
伍将分组前往杭州、南京、北京、武汉、南昌、东三省
等地集中开展招引工作。 （李朱雳）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
去年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30个

33月月1212日日，，位于小庙港河西侧的新建公路位于小庙港河西侧的新建公路55万平方米绿化工程现场万平方米绿化工程现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正在植树造林正在植树造林。。据了解据了解，，该绿化工程种有香樟该绿化工程种有香樟、、桂花桂花、、水杉水杉、、梅花等梅花等2020多种苗木多种苗木。。

郁卫兵摄郁卫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