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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村位于合作镇镇区北
侧，沿居仁路呈“非”字形，村域
面积 6.4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6000 余亩，有 22 个村民小组，
常住人口4723人，其中党员155
名，全村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
2017年人均纯收入18931元。

名片

本报记者 朱俊俊

“不好了，不好了！8组的老陆和老倪
吵得很厉害，快要打起来了。”4月22日，
合作镇周云村一名村民急匆匆来到村调
解室。一听这话，村调解员沈元新立即跟
着该村民赶了过去。

到达现场后，2名男子正纠缠在一起，
沈元新立即将人拉开，并请到了村调解
室。沈元新客客气气给2人各倒上一杯茶，
让他们平复情绪。“你们两家是几十年的
老邻居了，关系一直不错，怎么突然吵成
这个样子？”沈元新经过询问得知，原来老
陆前段时间播种时发现，自家田地面积明
显比之前的一茬少了点。带着疑惑，老陆
开始丈量自家田地，发现量到的面积为一
亩七分左右，比他应有的一亩八分多足足
少了一分地。对此，老陆怀疑是邻地的老
倪侵占了自家的地，遂找到老倪理论。然
而老倪一头雾水，坚称自己没有侵占他的
田地，为此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听罢后，沈元新当即找出土地清册，
带着丈量尺来到了两人的责任田。当着两
人的面，准确丈量出老倪的地面积为六分
四，清册上的记录也为六分四，老倪洗清了

“嫌疑”。随后，沈元新又丈量了老陆的地，发

现确实如老陆所说仅量到一亩七分左右，比
清册上的记录的面积少了一分左右。

那这消失的一分地到底去了哪里？仔
细观测一番后，沈元新很快找到了原因，
老陆的田地紧邻着一条沟河，且沟河的边
缘明显有土地坍塌的迹象，这消失的一分
地系沟坡的坍塌所致。谜团揭开后，老陆
意识到自己误会了老倪，两人握手言和。

在周云村，和沈元新一样的“金牌调解
员”还有一个——卢汉飞，两人联手营造周
云村和睦村风。一次，村里的丁家兄弟闹起
了矛盾。原先丁家大哥一直在外务工，将责
任田借给弟弟耕种。由于年纪大了，哥哥不
再外出务工，准备在自家责任田里种点菜。
然而当初借给弟弟的田地已经铺上了水泥，
成为了弟弟家的进宅路。为了这事两兄弟多
次争执，哥哥甚至动起了砸路的念头。沈元
新、卢汉飞得知后，多次上门，并通过小辈做
工作，商讨补偿方案，最终事情得到圆满解

决，两兄弟和好如初。
自2014年沈元新与卢汉飞成为村里

的专职调解员后，周云村邻里更加和谐，乡
风更加文明。一旦村里出现邻里纠纷的苗
头，两人都会第一时间介入化解。4年来，两
人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近百起，调解成功率
达98%以上。去年，周云村调解室被市社会
调解服务中心授予“金牌调解室”。

这阵子，村里正在全力推进村道建
设，为了保障建设的顺利进行，沈元新、卢
汉飞两人夜以继日投入工作，上门与村民
沟通，为村民解疑释惑……

合作镇周云村有个“金牌调解室”，调解成功率98%以上——

“老娘舅”对症解心结

紫薇一村举办消防安全讲座
本报讯 4月20日上午，紫薇一村社

区举办“珍惜生命、远离火灾”主题消防安
全知识讲座。

消防官兵运用PPT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火险的识别、初期火灾处置、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等消防常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
应注意的消防安全细节，以及如何扑救初
期火灾等知识。 （江秀泉）

锦绣华庭开展植树补绿活动
本报讯 4月20日上午，锦绣华庭社

区组织社区党员为小区花园植树补绿。
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们身穿志愿者

红马甲，拿起斜凿，拎起水桶，除草、挖坑、
栽树、培土、浇水，各司其职，忙而不乱。

（吴燕燕 朱雨杭）

长龙三村举办亲子阅读活动
本报讯 4月22日，长龙三村社区组

织辖区10余对亲子开展阅读分享活动。
社区志愿者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引

出阅读的话题，并向家长们讲述了家庭亲
子阅读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亲子共读
等。 （刘嘉怡 岑峻巍）

高新区集中整治
学校周边违建
本报讯 近日，近海小学附近的违建被“一锅

端”，道路变宽了，交通顺畅了，学生家长拍手称好。
近海小学周边的垃圾回收点、小吃铺、建筑

材料仓库、修理店等多处违建占用道路，严重影响
了学生上下学交通，接送学生的车辆往往要排到
公益村大桥，经常造成交通拥堵，过往家长、居民
很是头疼。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高新区（近海镇）
加大违建整治工作力度，近海小学周边的违建就
是其中一块。通过整治，畅通了上下学道路，确保
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陈天灵 陈金虹）

本报记者 刘嘉怡

教育，能够走进学生的心灵，才是有效
的。从教者，让学生更多地感到温暖、宽容与
幸福，才能赢得学生的理解和信任。作为一
名教师，刘世伟做到了。

在启东中等专业学校汽车制造与检修
专业的的教室里，记者见到了正在上课的刘
世伟老师。一笔一划地写在黑板上，一句一
句生动形象的语言，使枯燥的汽车机械识图
不再那么难懂了。

用心教育、用爱坚持，这是刘世伟的
教育工作理念。这位80后教师用自己的爱
和激情，承担起了属于她的社会责任。教
学中，刘世伟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力
求让学生们得到更好的提升。“对学生爱心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即使再调皮的孩子
也能教得好。”这是刘世伟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刘世伟高中就读于启东中等专业学

校，选择的是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汽修专
业。“很多人认为女生选择汽修行业，会
处于劣势，但我觉得女生相对于男生的优
势在于更细心。而对于汽修行业来说，也
缺乏女性从业者。”刘世伟说。2007年，
刘世伟考上了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经过4
年系统专业的学习后，刘世伟回到了母
校，成为学校汽车制造与检修专业的一名
女教师。

为更好地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她努力回
顾整理以前学到的专业知识，并主动向学校
里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请教，学习和借鉴他们
的教学方法。通过边学、边教、边摸索，刘世
伟整理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理念。从纯理论
的教学走向以理论结合实际操作，通过组织
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实现了以赛促教、以赛
促学的教学氛围。

刘世伟的亲切和幽默，让她备受学生尊
重和喜爱。在刘世伟看来，最好的老师能与
学生成为朋友。课余，刘世伟总是深入到学

生中，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时尚、聊球星、
谈未来。“刘老师平易近人，把我们当成了朋
友，我们很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个好老师。”刘
世伟的学生小宋说。

刘世伟能在教学内容上化繁为简、精益
求精，教学方式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她
用一颗爱心去关爱、感染和启迪每一个学
生，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刘世伟
说，自己只是启东中专众多教师中的普通
一员，还有更多更优秀的教师默默耕耘在三
尺讲台上。

潜心润桃李 倾情洒爱心
——记启东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刘世伟

南阳镇联合清理
“散乱污”企业

本报讯 4月19日上午，南阳镇组织效能、
安监、环保、城管等部门，并联合供电所、派出
所，对列入清理类的企业实施断水、断电措施，
并清除原料、产品、设备。

在此次集中整治行动中，镇领导班子成员、
各部门负责人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体工作人
员从严布防、严阵以待、尽职尽责，形成了强大的
工作合力，确保清理工作顺利、高效进行。至当日
11点半，该镇顺利完成11家清理类企业的断电
断水工作。下一步，镇党委、政府将统一部署，继
续整治和消除一批突出隐患，推进企业规范发
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陈天灵 杨硕硕）

阳光花苑清理绿化带内杂物
本报讯 日前，阳光花苑社区组织志

愿者对小区绿化带内的堆积物、漂浮物、
鸡舍等进行了清理。

下阶段，阳光花苑社区将继续动员社
会和自身的力量清理垃圾，并倡议居民之
间互相监督，共同改善生活环境和质量。

（刘嘉怡 黄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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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竹韵花园、星嘉花园、
星富花园88套房屋网络竞价的公告

受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江苏炜赋集
团南通房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将于2018年4月29
日至2018年5月1日在淘宝网资产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对竹韵花园（竹
行街道）、星嘉花园、星富花园（小海街道）88套拆迁安
置房剩余房源进行分批分套网络竞价活动. 有意者请
关注微信公众号“炜赋地产”，详询0513-81192296。

启东市公安消防大
队招聘主厨一名，45岁
以内，工资面议，携带厨
师证优先。联系人：王女
士13625221995

招
聘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
462号，两间朝南门面，面积
约190㎡，年租金288000元。
电话：18621737978

门面出租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海镇）
边防派出所系受市公安局委托，承担开
发区（镇）辖区内相关执法职能以及高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现因
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特勤辅助人员若干名，现将招聘的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纪

守法、爱岗敬业、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
则、处事公平公道，身体健康，无犯罪纪
录。

2.男性，身高1.65米以上，40至20
周岁之间（1978年3月以后至1998年4
月之前出生），高中或大专在读及以上学
历，专业不限。

3.复员及转业（退役）军人条件确实
优秀的，学历可放宽至初中毕业。

4.符合招录条件、常住本区镇，且条
件优秀的优先录用。

5.曾在园区消防、城管、特勤等本级
财政保障的部门工作过，由于个人原因
或被辞退的，不再列为本次扩招对象。

二、招聘人数:4人。
三、招聘程序
1.报名时间：2018年4月26日~5月

11日止。
(上午 9:00~11:40，下午 13:30~

16:30，节假日休息除外)
2.报名地点：启东高新区南海路558

号海韵大厦底楼大厅便民服务中心窗口
～高新区聘用职工管理办公室报名处。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80928239 15950839850
3.报名随带材料
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②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③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寸免

冠彩色照片3张;
④退伍军人应聘的需携带军人退伍

证原件及复印件，是党员的需提供党员
证明;

⑤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发区（镇）财政
拨款单位在职人员报名的须出具单位同
意报考书面证明材料。

⑥户籍地无犯罪记录证明。
4.资格审查
本次招聘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

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招聘
过程。上述所提交材料如有弄虚作假,一
律取消聘用资格。

5.通知应试

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接到应试
通知后，持本人身份证、党员证、无犯罪
记录证明等必要证件参加考试。

6.考试内容及形式
本次招聘采用体测和面试相结合的

形式。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按照百分制计算最终成绩，设合格分数
线为60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择优录
取。具体形式以通知为准。

7.体检
拟聘用人员到指定医院组织体检，

费用自理。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8.考察
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全面考察。考

察内容为拟聘用人员思想政治表现、道
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方面的情
况。对弃权、体检和考察不合格人员造成
空缺岗的，由高新区聘管办根据该岗位
考生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实行递补。

四、录用及待遇
录用岗位确定后，由高新区聘管办

发出《录用通知书》，被录用人员凭《录用
通知书》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开发区（镇）
相关规定办理录用手续。被录用者须按
《录用通知书》规定时间内及时报到，逾期
不报到的作自动放弃处理，由此造成空缺

岗位的，由聘管办根据该岗位考生面试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实行一次性递补。

被录用人员性质属于劳务派遣工，
派驻高新区边防派出所，工作及日常事
务管理接受边防派出所全面管理、领导。
设试用期2个月，期间工资按照启东市
当期最低工资标准发放（1890元/月），
无任何其它待遇。由于该工种具有一定
特殊性，固试用期满另设考察期10个
月，期间工资等待遇按照转正后标准执
行。考察期满，由聘管办会同用工部门
（边防所）对考察期聘用人员进行考核，
如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合同。

转正后工资待遇原则每月不少于
4000元（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
金、住房公积金个人承担部分），配发工
作服。具体工资结构组成按照开发区
（镇）党工委有关规定执行。

五、纪律与监督
本次招聘活动由开发区（镇）纪检、

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对在公开招聘过程
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严肃查处，坚
决纠正;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应聘人
员，取消聘（录）用资格。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2018年4月25日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招聘特勤辅助人员简章
▲徐兴遗失开发区拆

迁户定销房订房确认单一
份，确认单号码：004029，
房源位置：凯洪家园B区6
号楼1102室,。声明作废。

▲宋美香（身份证号
码：32062619750311042
4）遗失遗失启东市城建中

被拆迁户安置房选房、交
款约定协议一份，房源位
置：法院南汇东新村6号
楼404室。声明作废。

▲范王华遗失电梯管
理 员 证 一 份 ，证 号 ：
320626197905103016。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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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巡察组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深入街道、社区，零距离听民声、解民意。图为4月25日，第四巡察组工作人员在东洲新村
社区向居民了解情况。 季则摄

第29届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举行

启东中学两作品
获评十佳

本报讯 4月20日，第29届江苏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举行。启东中学的3件科技创新成
果和2件科技创意作品参加了终评和现场展示。

大赛组委会利用“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官方微信平台，发动公众在大赛期间投票参与“我
最喜爱的创新成果”十佳评选活动，选出最受大众
喜爱的作品。最终，启东中学陆成的“小型黄金饰
品自动称重分拣编码一体化装置”和陈玺玏的“便
携式智能化辅助排痰装置”2件作品获评“我最喜
爱的十佳创新成果”奖。 （刘嘉怡 文云全）

老年健康义诊送进建都新村
本报讯 4月20日，在建都新村社区

邻里中心，南城区街道办、建都新村社区居
委会与启东祥福养老联合举办义诊活动。

活动的服务对象为汇龙镇地区的老党
员，医护人员除开展高血压病防治的讲座
外，还为大家免费测脉搏及血压，解答大家
有关老年健康的问题咨询。 （俞芸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