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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启东CPI同比上涨2.1%

“吃货”贡献得最多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启东调查队获

悉，调查显示，2018年2月份，启东CPI（居民消费价
格总指数）比去年同月上涨2.1%，比上月上涨1%。与
去年同月相比，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9%。

调查数据显示，2月份，八大类同比“七涨一跌”，
其中食品烟酒类同比上涨2%，衣着类下跌1.6%，居住
类上涨2.5%，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2.4%，交通和通
信类上涨5.1%，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0.3%，医疗保
健类上涨2.6%，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0.5%。

2月份，八大类环比“五涨二跌一平”，其中食品
烟酒类环比上涨3%，衣着类下跌1.2%，居住类下跌
0.4%，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与上月持平，交通和通信类
上涨1.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0.8%，医疗保健
类上涨0.2％，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0.7%。

（尹倩倩 黄睿倩）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消防大队开
展“3.15”消防产品打假行动，将一批假
冒伪劣、以次充好的不合格消防器材进
行集中销毁。据了解，活动当天共销毁不
合格消防器材374件。

记者在现场看到，摆放在场地上的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看上去和合格的并无
两样。“合格的灭火器标识齐全，不仅
有名称、代号、灭火级别，还有使用方
法、注意事项以及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
志等……”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鉴别
方法，假冒伪劣的灭火器压力不够，使用
时会不能喷射灭火剂。如果遇到突发火
灾，根本起不到作用。

在本次打假活动中，市公安消防大
队深入全市多家消防产品销售门市部，
对消防水枪、消防水带、灭火器、防火涂
料等各类消防产品进行了检查，重点检
查产品的商标、条形码、产品资质、合格
证、授权书等。

检查中，消防人员对消防产品销售
的进货途径、销售渠道进行了询问，要求
经营者要诚信为本，严格遵守消防产品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
行查处，除责令整改外并处以罚款，将不
合格的消防产品给予当场销毁。

活动现场，消防部门人员向市民发
放了各类宣传资料。同时,消防大队还利

用微信平台开展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宣
传，有效提高广大群众辨别真假消防产
品的能力。

据悉，此次行动共检查单位56家，
发现经营户销售劣质消防产品15起，共
销毁不合格消防器材374件，发放宣传
资料3000份。今年，我市消防部门还
将继续以明察暗访、开展宣传等形式，
监督并规范全市消防产品市场，向群众
普及识别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方法，提
高群众辨别真假的能力。

市公安消防大队提醒市民，在购买
消防产品时，不能一味追求低价，应要求
商家出具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并登陆中

国消防产品信息网对产品型号进行查
证。市民如果发现疑似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可拨打96119举报。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一旦投入使用，不仅导致消防设施、器
材无法正常使用，造成先天性的火灾隐
患，而且直接影响火灾的报警、扑救和人
员疏散，极易造成火灾的蔓延和扩大，对
社会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朱雨杭 陆柳谚）

当心了，消防器材也有假！
市消防大队提醒市民购买消防产品时切莫贪便宜

我市事业单位招42人
3月26日至30日报名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为进一步
优化事业单位人员队伍结构，我市部分事业单位
2018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2名工作人员。符合条件
的报考人员可从3月26日开始在网上报名。

报名的具体时间为3月26日9时至3月30日16
时。报名者可通过启东人事人才网（http://www.
qdrc.gov.cn）进行报名。

报考人员通过资格审查后，必须在4月2日16时
前完成缴费，经缴费确认的应聘人员可于4月18日9
时至20日12时登陆报名网站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需要注意的是，全市共有33个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应聘人数与岗位招聘人数达到3：1方可开考，达
不到开考比例岗位的应聘人员，符合其他招聘岗位
条件的，可在网上改报其它岗位，改报名时间为4月
4日9～11时。

据了解，今年招考仍然采用笔试与面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笔试时间为4月21日9时至11时30
分，全程封闭考试，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
考试，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退场。面试采用结构
化方式进行，面试成绩以百分制计算，60分为合格分
数线，面试成绩当场告知考生。 （尹倩倩）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追追

踪踪
本期值班 尹倩倩 董飞男

3 月 14 日，市民沈先生拨打
12345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市客运站西
出口处的停车场上有很多黑车拉客。

沈先生说，市客运站西出口的停
车场上，一到客车进站时间，黑车司
机就会把车站的出客口围得水泄不
通，场面十分混乱。有的黑车司机经

常因为拉客而发生争执，不仅影响市
容，而且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市客运站西出口处的停车场上有
很多黑车出入，仅我所知道的就有4辆，
这些车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5、6点，
守在那里等待客车进站拉客。”沈先生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大打击力度。

市交通运输局接到沈先生的反
映后非常重视，马上通知稽查中队在
市客运站周边加大巡查力度，并重点
留意被举报的车辆，对从事黑车经营
的驾驶员将予以从重处罚。随后工作
人员致电沈先生，告知了处理意见，
沈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3月14日，市民袁先生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表扬231路公交车司机
和售票员助人为乐的举动。

袁先生说，3月14日下午1点左右，
他乘坐尾号为8361的231路公交车出
门办事，经过聚星集镇车站门口时看到
路边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个伤员躺在路
边。该公交车司乘人员在征得车上乘客
同意后，第一时间下车救助伤员并拨打

了120救护车。
“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救人，就怕好心

得不到好报，但这231路的公交车司乘车

人员给我们传播了正能量，所以一定要表
扬一下他们助人为乐的精神。”袁先生说。

市交通运输局接到袁先生的反映

后，立即安排飞鹤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核
实情况，经调查，情况属实，现已将表扬
下发至车队。袁先生对此表示满意。

公交车司乘救助车祸伤员公交车司乘救助车祸伤员
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已将表扬下发至车队已将表扬下发至车队

客运站西出口处黑车拉客客运站西出口处黑车拉客
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已加大巡查力度已加大巡查力度

善成新村有一台夹香烟机善成新村有一台夹香烟机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已责令业主停止营业已责令业主停止营业

3月14日，市民陶女士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善成新村天健药房
东隔壁有台夹香烟机。

陶女士说，她是善成新村的住户，3
月14日晚上出去散步时，经过天健药房
东隔壁的一家小饭店门口，发现一群小
年轻围着一台机器在夹香烟。“在之后
的一段时间内，总发现那台夹香烟机附
近围着很多人，这种夹香烟机不仅是在

变相地鼓励市民吸烟，而且具有一定的
“赌博”性质，影响恶劣。”陶女士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予以处理。

市文广新局接到陶女士的反映后，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去处理。3月15日
下午，执法人员来到该夹香烟机处，对

摆放夹香烟机的业主进行了现场教育，
责令其停止营业，并现场关闭了夹香烟
机。陶女士对此表示满意。

行车途中掉落饭盒
弯腰捡拾惹出祸端
本报讯 轿车在行驶途中饭盒掉落，驾驶员竟然

在行车道上低头弯腰捡拾饭盒，导致车辆失控撞向
路边行道树。所幸，该起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3月16日7时许，一辆轿车在东惠线上由北向南
行驶至35KM+350M路段附近时，突然失控撞向路
边行道树，致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惠萍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辆白色轿
车停在路边，轿车副驾驶一侧发生碰擦，后视镜被撞
坏。经民警初步询问，当事驾驶员称，行车过程中，车
内一只饭盒突然掉落，他在弯腰捡拾饭盒的过程中，
车辆失控撞到了树上。 （朱俊俊 顾伟华）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狗年福彩行大运，新春纳福喜添金”
即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凡在“戊戌狗——福禄寿喜”彩票玩法区刮

出含“戊戌纳福”字样的金条图案者，即可获得一根10克足金金条（该中奖图
案只在未中奖彩票中出现）

详询各福彩站点 垂询电话：83227507

11选5 2800万派奖升级
11选5,2800万,新春大派送。3月8日活

动开始，活动详情，见站点内海报。
启东市体彩中心

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保障安全供水
竭诚为您服务

24小时报修热线：
12345（城乡）83316540（城区）

租赁启事
启东邮政急需在汇龙镇范围或经济开发区所

辖区域，租赁地面层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场地
不少于1500平方的厂房或仓储，欢迎有资源者提
供有效信息。

信息提供致电：13646292608 陆先生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和《中共启东市委关于加强市委

巡察工作的实施意见》，经省委巡视

办、南通市委巡察办和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决定，2018年 3月中

旬至5月中旬，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启

东经济开发区开展巡察，市委第二巡

察组对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开展巡察，市委第三巡察组

对北城区街道及15家居委会开展巡

察，市委第四巡察组对南城区街道及

15家居委会开展巡察。

此次巡察的重点是：围绕党的政

治建设，重点检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情况；围绕党的思想建

设，重点检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围绕党

的组织建设，重点检查选人用人和基

层党组织建设情况；围绕党的作风建

设，重点检查整治“四风”问题情况；

围绕党的纪律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

纪执行情况；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加

强对巡察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委各巡察组在驻点巡察期间

接受信访举报，设置巡察举报箱。

第 一 巡 察 组 举 报 电 话 ：

18112276556；第二巡察组举报电

话：18115827600；第三巡察组举报

电话：18115827900；第四巡察组举

报电话：18115838058。

市 委 巡 察 办 举 报 电 话 ：

0513-83306552。

信件举报地址：启东市行政中心
纪委213室（市委巡察办），邮编：
226200。

中共启东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18年3月14日

2018年市委第一轮巡察公告
为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有效推进

我市机关效能建设监督工作，现决定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一批暗访志愿者，用“随手拍”形
式将镜头对准身边的机关工作人员，随时随
地拍摄各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及庸懒
散漫浮”等不良现象。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全市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新闻单位、企业界及群众代表等。
二、招聘条件
1．拥护宪法，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严守工作纪律、保
密纪律，热心关注社情民意和机关作风建
设，善于联系群众。

2．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政策理论
水平，熟悉了解掌握各部门工作职责；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敢于较真，善于发现
问题，能及时提供线索、提出意见和建议，能
熟练使用暗访设备。

3．本人自愿，身体健康，具有履行机关作
风建设暗访志愿者职责的时间精力和身体条
件；有固定的联系方式，原则上不超过55岁；

“随手拍”人员无年龄限制。
三、聘任期限和人数
暗访志愿者暂定招聘50名，聘任期限

为1年。“随手拍”人员人数不限，时间不限。
四、暗访志愿者报名时间和方式
1.报名时间：2018年3月21日至4月4

日。
2.报名方法：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

两种形式。现场报名：市政务服务中心八楼
市效能办效能督查一组（812室）、督查二组
（813室）；网上报名：登录启东廉政网，下载

并填写《启东市机关效能建设暗访志愿者申
请表》，发送至本办邮箱qdxnb@126.com 。
报名时需交身份证复印件1份、一寸彩照1
张。联系电话：0513—83117306、0513—
83306183。

五、审核聘用
报名截止后，本办将组织人员对应聘者

进行审核、考察，确定候聘人员，经领导审核
同意后，予以录用。

六、其他事项
1．被聘用的暗访志愿者和“随手拍”人

员要正确规范地使用权力，对滥用权力引发
的法律责任，由个人自行承担。

2．暗访志愿者和“随手拍”人员为无报
酬的义务工作者，本办对其参加的明查暗访
活动及反映情况的真实性，视情给予一定的
交通、电话、误工等补助。

3．暗访志愿者必须承诺对外界不暴露
暗访志愿者身份，不得利用暗访志愿者的身
份办私事。凡利用暗访志愿者身份办私事
的，有关单位一概拒绝，并自动丧失暗访志
愿者的资格。

4．本办每年对暗访志愿者的工作情况
进行一次考评，对优秀者给予表彰奖励；对
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主动性不强，不按要求
工作的，将取消暗访志愿者资格。对造成不
良影响或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交有关单位依
法作出相应处理。

5．“随手拍”资料可通过邮箱qdxnb@
126.com、邮寄或直接送达等方式送交本
办。联系电话：0513—83306185。

6．本公告由启东市机关效能建设领导
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启东市机关效能建设领导组办公室
2018年3月20日

关于公开招聘暗访志愿者和“随
手拍”人员的公告

招聘启事
紫薇三村小区继续公开招聘物业管理服务企

业，有意者请于3月24日（上午8：30-11：30，下
午2:00-5:00）前到紫薇三村社区居委会报名，并
请携带相关材料。

联系电话：13962901443、0513-83228177

遗失启事
▲汇龙镇汇东村遗失

启东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专用收据缴销单（江苏省
社会保险费（现金）专用收
据）一 本 ，编 号 ：（06D）
0015164401~（06D）0015
164425，其中编号：（06D）
0015164403~（06D）0015
164425。声明作废。

▲南郊村44组（原惠
丰镇庙角村十组）周锦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626194702260616）
遗失启东市汇龙镇拆迁指
挥部暂存单一份，号码：
0005729。声明作废。

公 告
启东高新区（近海镇）因业务需要，为了

更好地满足办公人员的办公条件，提升工作
效率，现向社会公开征召电脑日常维护供应
商。请有意向合作的电脑公司随带营业执照、
相关资质等材料并交报名费10元前来咨询。

联 系 人：高先生（办公电话80928251、
手机15950839850）

地 址：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410
办公室（原滨海工业园南海路558号海韵大
厦）

截止时间：2018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