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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以晴好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达34℃

本报记者 朱雨杭 通讯员 蔡小丹 陈炳香

6月11日上午，市人民医院妇科内，患者李赛男
的家属满怀感激地将一面锦旗送到医生们手里（如
图）。重新说起那个惊心动魄的下午，医护人员的全
力抢救让这家人感动不已。

6月9日上午10点多，家住北新镇的李赛男突
然感到下腹一阵疼痛，想起三天前自己用测孕纸做
过妊娠试验，呈阳性，但此时并未出现流产征兆，且
疼痛程度在承受范围内，李赛男也就没有多想。殊不

知，死神的脚步正在一点点向她逼近。
中午12点30分，李赛男觉得肚子越来越疼，并

且伴随着头晕、浑身乏力。而丈夫此时人在上海，家
中只有李赛男一人，她连忙到就近的第七人民医院
就诊。彩超结果让医生倒吸了一口冷气：腹腔内积血
严重。第七人民医院立即呼叫救护车，将李赛男送往
市人民医院。此时的李赛男已经神志不清，面色苍
白,呼吸微弱,血压仅有50/24mmhg，人已处于休克
状态。救护车上的医师通过集团内线向市人民医院
妇科值班医生求助，希望医院启动应急流程，尽快做
好抢救准备。

接到求助电话后，市人民医院当即启动应急二
线班及院内联合抢救机制。鉴于患者妊娠试验呈阳
性且腹腔大量出血，已经出现宫外孕大出血的紧急
状况，立即准备抢救手术。但由于事发突然，患者只
身入院，没有带钱，也没有家属在手术同意单上签
字。“患者生命情况危急，时间每流逝一分钟，就多一
分钟危险，生命第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妇科副主
任茅红艳与医院总值班倪晓东当机立断，为李赛男

开通绿色通道。
经过紧张快速的术前准备，下午1点15分，李赛

男被推进手术室。经验丰富的麻醉师梅菊香亲自实施
麻醉，妇产科及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联合展开了一场与
死神的较量。患者的腹腔打开后，里面全是血和血块，
医生立即切除病灶，先止住血，再清除腹腔内的血。此
时，输血科紧急匹配血型，为流血过多的患者调配了
1600毫升B型血。下午2点，手术成功结束。在全体医
务人员争分夺秒的抢救下，李赛男终于脱离了生命危
险，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李赛男的丈夫也从上海赶了回来，见到转
入病房休息的妻子时，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她一个人没带钱也没有家属签字，幸好医院开通了
绿色通道，否则手术晚一分钟后果都不堪设想。很感
谢医护人员，也很感谢那些无偿献血的人们，是他们
救了我妻子一命。”握着医生的手，李赛
男的丈夫激动不已。目前，李赛男的身
体正在进一步康复中。

（扫码看更多）

“启沪城际快线”再升级
首末班时间延长，班车频次加密
本报讯 6 月 1日起，市

客运站对启东至上海虹桥的
往返客运班车进行优化调整，
不仅延长了首末班时间，也加
密了班车频次。启东至虹桥首
班车由原来的6：02调整至5：
32，末班虹桥至启东返程车由
17：25调整至20：20。

从今年1月起，南通汽运
集团启东飞鹤分公司逐步对
原有车辆进行更新，车型等级
由原来的大型高一改造成大
型高二以上，座椅间距更长，

可体验手机充电、无线网络等
服务。新车型已先期在启东至
上海虹桥、上海总站、上海南
站3个班线上运行。

目前，启东至上海共有9
条线路，分别是：启东总站至
上海总站、上海虹桥、沪太路
站、上海南站、上海高桥、上海
东站（白莲泾）、川沙南汇、浦
东机场，吕四站至上海总站。
客运部门还将对相关班次陆
续更新，合理优化运营时间。

（朱雨杭 顾蓓蕾）

高考成绩预计25日公布
27日起填报第一阶段志愿

本报讯 记者从市招办
获悉，江苏高考网上评卷工作
已经启动，高考成绩预计本月
25日向社会公布。6月 27日
起，我省考生将网上填报第一
阶段录取院校志愿。

今年我省志愿填报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6月27日
至7月2日，填报本科院校志
愿。第二阶段为7月27日至28
日，填报高职(专科)院校志愿。

据了解，文科类、理科类
各批次均设置平行院校志愿、

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其中各批
次平行院校志愿包含A至H
的8所院校；征求平行院校志
愿包含A至J的10所院校，每
所院校志愿中含有6个专业志
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教育界人士建议，考生应根据
本人的高考总分来定位志愿，
使A至H院校志愿具有一定
的覆盖面，并保持适当的梯度。
一般来说，A到H志愿呈下降
梯度，H为保底志愿。

（王天威 季春雷）

本报讯 说起刚刚过去
的周末，天气够不稳定，时不
时来点小雨，用两个字来形
容：“凉快”。老天爷也似乎知
道高考结束了，接下来的日子
阳光回归，开启“好天气一串
串”模式，真正的夏天就在眼
前了。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未来一周以晴好天气为主，其
中 14 日前后受东移低涡影
响，需关注局地对流天气。本

周前期（12~14日）气温上升
明显。本预报时段的平均气
温在 26℃左右（历年同期
21.9℃）；最高气温达34℃左
右；最低气温在19℃左右。

今起未来三天具体天气
情况：6月13日晴到多云，气
温：22～33℃，东南风 4到 5
级；6 月 14 日 多云，气温：
22～30℃；6月15日 多云，气
温：22～30℃。

（龚丽丽 王辉）

6 月 6 日至 8 日，市文联举办 2018 红色采
风活动，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访参观了雨花台
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京博物院等地。在雨花台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党员们庄严宣誓，并在全
市文艺工作者中发起了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为主题的大讨论。

郁卫兵 王思林摄

红色采风

6月21日7:00~11:30 10kV新棉线#2202062+
7-8杆分段开关至#2202062+7-57杆分段开关及支接
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二厂村，大生村，二厂西、江苏
金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22日7:00~15:00 10kV水城线停电 停电范
围：寅阳镇：启东市寅兴垦区管理委员会、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96620部
队、启东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
73206部队、启东市连兴港水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带

6月 23日 7:00~12:00 10kV香榭线#2298014
杆分段开关至#2298037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
范围：汇龙镇：城河新村，城河花苑、启东英盛服装有限公
司，启东市温莎堡娱乐休闲有限公司，启东润滑设备有限
公司，启东开来塑钢门窗有限公司，启东市城市污水处理
厂(和平 路3#提升，启东市城区医院、江苏海四达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市建路灯等一带

6月25日7:30~14:00 10kV合乡线#2113007+
25+3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合作镇:悦
西村，林元村，保田村，悦西村，曹家镇农民居住区，周云
村、中铁六局集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 25日 7:00~13:00 10kV新棉线新港变至#
2202007杆分段开关及支线（#2202006-20杆开关
后段线路除外）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物中村，义南村，
元东村，二厂村，强丰村，绳厂、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
(园艺种植)，启东市市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处，启东
市事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江苏新桃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启东市市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处、中铁十局集团
有公司、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
（路灯变）等一带

6 月 26日 8:00~15:30 10kV近东线#2063110
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2063121+12+23杆分段开关
后段线路除外）停电 停电范围：近海镇：海塔村，合兴圩
村，爱民村，合兴圩村8＃、启东市范氏水产品经营部，近
海公社冷库、启东市东海加油站（普通合伙）、启东市中央
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工程建设处、启东市市政园林
建设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26日7:00~13:00 10kV新棉线#2202005+
2杆分段开关至#2202005+55+1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
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强丰村，义南村，物中村、南通希尔
顿博世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江苏东歌工具有限公司、王鲍
人民政府等一带

6 月 26 日 6:00~10:00 10kV 志 良 线 #
2112067-1 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10kV 志良王乡
2112/2172联络开关，10kV志良步东2112/2313联络
开关停电 停电范围：合作镇：庙店村，步林村，二效镇村、
南通德康陶瓷工艺建材有限公司等一带

6 月 27 日 7:00~9:30 20kV 创 业 线 #
226A026-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近海
镇：江苏连舜化工有限公司，江苏迪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启东市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东市滨海工业园开
发有限公司、润湘林天然橡胶加工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27日6:00~10:00 10kV王乡线1号环网柜
113开关至#2172007杆分段开关及支线（#2172003+
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王
鲍供电所、专变（#2172003+5-17杆）等一带

6月27日6:00~8:30 10kV王乡线#2172027杆
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萃秀村，合群
村，黄英村，俞张村，黄英村居住区，九令村，王鲍聚东、久
灵村、南通杰佳铝业有限公司、启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启东市宏腾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启东市名胜水产品
养殖专业合作社、渔洲水产、吕北公路路灯、专变（#
2127092-4杆）、专变（#2127089+18杆）等一带

6 月 28 日 6:00~10:00 10kV 合 乡 线
（#-2113007+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除外）停电 停电
范围：合作镇：陆元村，德元村，达育村，得胜村，斜港村，
南胜村，曹西村，兴隆村，协隆村、启东市博泉水产养殖
场，启东市永庆织造厂，启东市嘉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启东久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海门泰森禽业发展有限
公司等一带

6月28日7:00~11:30 10kV新义线合作变侧至#
2111008杆分段开关及支线，10kV新义线#2111044+
28+20+3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合作
镇：五星村、启东兄妹猫皮鞋加工厂，启东盈丰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等一带

6月28日7:00~11:30 10kV久隆线合作变侧至#
2114072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久
东村，新开村，更生村，港西村，港东村，连丰村、江苏金顺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启东市王鲍镇人民政府等一带

6月 29日7:00~13:00 10kV黄海线#206A107
杆分段开关至#206A169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
范围：近海镇：杨香圃村，陈杨村，近丰村，新华桥南，黄海
村，杨香圃村，陈杨村，新华桥、南通浩辰建材有限公司，
启东市海明星水产品加工厂、南通市启东同仁泰盐业有
限公司等一带

6 月 29日 6:00~10:00 10kV久西线#2175163
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王鲍镇：扶风村，更
新村，天东村，久西村，庙桥村，天星村，标准件厂，新三河
桥，新三河、江苏省通启高速公路(大生收费站)、江苏裕德
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刘丕昌、南通海隆磁业有限公
司、南通巨力蓄电池有限公司、南通市千百艺塑料科技有
限公司、南通永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启东士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启东市恒丰农业食用菌有限公司、启东市金隆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启东市美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启东
市礼宾服饰有限公司、启东市龙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启
东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
苏南通启东石油分公司、专变（#2175257杆）、专变（#
2175220-18杆）等一带

6月29日7:30~14:30 10kV郁北线#2021010+
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2021047+1杆分段开关后段
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惠萍镇：郁北村等一带

6月29日7:30~14:30 10kV新安线惠萍变侧至#
2126041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东海镇：锦
绣村、工缝三厂、启东市神通钢丸厂、南通三杰印染有限
公司、启东市建恒制衣厂、东海人民政府等一带

6 月 30 日 6:00~13:00 10kV 聚 南 线 #
2174017-63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范围：王
鲍镇 ：杨成村，介山村，建群村，安良村、江苏富勒水泵系
统有限公司，江苏益鎏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石向明、启东
市市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处、专变（#2174017-88+
9杆）等一带

启东市供电公司2018年6月下旬计划停电通知

为进一步优化招商队伍结构，提升招商专业化水
平，江苏省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招商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

具有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
(二)全日制本科以上毕业或学士以上学位（特别优

秀的学历可适当放宽）;
(三)年龄在25周岁以上，55周岁以下(1993年8月

至1963年8月以后出生)。
(四)尚未排除纪律处分或者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

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
查的人员，涉及国家和省里有规定不得应聘到其他单
位有关岗位的人员，不得应聘。

二、招聘单位与招聘岗位
(一)招聘职位：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驻外

招商专员
(二)招聘人数：5人
(三)职位条件：
1.男性;
2.语言表达能力强、善于与人沟通，形象气质佳，具

备较强的谈判、公关能力;做事积极、抗压能力强，有责
任心，热爱招商工作，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3.有一定的文字综合能力，能熟练操作各种办公
软件;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者或有海外留学、具有在知
名公司或政府经济、招商部门相关工作经历的人员优
先录用;

5.录用人员需常驻上海地区开展招商工作，每月
驻上海的时间不少于20天，招聘单位提供住宿场所。

三、报名方式、时间、地点及程序
(一)报名方式：本人到现场报名。
(二)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本招聘公告自发出之日起至2018年6

月15日期间有效，有意应聘者请于工作日指定时间报
名(上午8：30 -11：30，下午14：00—17：00)。

报名地点：江苏省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303办公室(连兴港河东侧原连兴港派出所)。

具体面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0513-68265957。
(三)报名程序
1.报名。应聘人员须填写《报名登记表》一式两份

(见附件)，携带本人近期同底免冠一寸照片2张(贴在报
名登记表右上方)，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岗位需要的
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两份)。

2.资格审查。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依据
本简章招聘岗位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3.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考试
1.本次招聘设开考比例为1:2，通过资格复审的人

员方可参加考试。达不到开考比例的，由招聘单位决定

是否开考。考试采用面试形式，考试内容为与岗位要求
相匹配的专业知识。考试工作由江苏省启东圆陀角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党群局组织实施。

2.考试的时间和地点：报名结束后二日内在江苏
省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组织考试，具体时间、
地点由招聘单位电话通知应聘者。

3.成绩。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算，60分为合格分数
线，考试成绩当场通知考生。

五、体检和考察
在考试合格者中，按招聘岗位数从考试成绩高分

到低分按1:1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和考察的人选，在
有关媒体上公示。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
标准(试行)》。体检合格人员进入考察，考察工作由招聘
单位按规定组织实施。考察侧重于思想政治表现、道德
品质、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等。如出现体检和考察不合
格或主动放弃的，可在考试合格者中按照考试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六、公示与聘用待遇
1.经体检和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进行公示，时

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2.被录用人员性质属于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下属启东市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聘用职工。对
公示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确定录用后，由园区人事部
门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园区相关规定办理录用手续。被
录用者未按规定时间内及时报到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3.新聘人员实行3个月试用期。试用期满并经考核合
格，予以正式聘用。正式聘用后，应聘人员在本岗位工作
时间应不少于一年。

4.聘用人员待遇遵照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
属启东市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统一标准实施，由单
位帮缴纳单位承担的五险一金部分，个人应缴部分从
工资里代扣代缴。驻外招商人员有工勤补贴，按实际驻
外天数发放，具体标准参照启东市“双招双引”办公室
《专职驻外招商(才)积分考核暂行办法》执行。对于特别
优秀的招商人员，工资待遇面议。

5.被录用的社会在职人员与原工作单位签有劳动
(聘用)合同或协议的，由本人与原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自
行协商解除关系。

七、纪律与监督
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接受纪检监
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招聘工作以本公告为依据，
一经发现并查实不符合本公告规定以及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的，即取消应聘人员的考试和聘用资格，并追究
相关工作人员责任。

监督举报：江苏省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纪工委
电话：0513-68522936。
八、本简章由江苏省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

会负责解释
政策咨询：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群工

作局

启东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招聘招商人员公告

北新镇一女子宫外孕大出血，不知病情的她独自求诊命悬一
线，市人民医院开通绿色通道——

争争分夺秒“抢”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