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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曹竹青

盛夏时节，在市区的一家健身房
内，经常可以看到一位青年的身影，他
在各种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锻炼体
魄、磨炼意志。这位名叫朱路真叶的小
青年今年刚满18岁，高考结束以来，他
几乎每天都会从位于市区西郊的家中，
赶到健身房进行2至3个小时高强度的
锻炼，因为他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就是
要以强健体魄顺利步入军营，成为一名
真正的军人。

身穿橄榄绿，到部队摔打自己，是

小朱从小就有的愿望。因为在他家里，
有着一家三代从军的光荣传统。小朱至
今还记得，小时候在汇龙镇圩南村老家，
坐在曾祖父膝头听战斗故事的情景。他
的曾祖父朱振谦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奔赴朝鲜战场，也参加过中印自卫反击
战，小朱听得最多的就是曾祖父和战友
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小朱
的二叔公朱峰鹤、父亲朱健帅也曾先后
参军，分别成为一名海军和一名武警。

在这个光荣的“军人世家”，小朱从
出生的那刻起，血脉里就流淌着军人一
脉相传的热血。从小，他便对军营有着

无限向往，誓要接过“红色传统”接力
棒，成为家族第四代军人。今年初，全国
征兵网开始征集的第2天，小朱便委托
父亲帮他报上了名。上个月，高考成绩
揭晓，小朱的分数达到江苏本科控制线
以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小朱毅然
决定“投笔从戎”，先入军营，再入校门。

在小朱的带动下，他的2名同学及
今年考上厦门集美大学的表哥都在全
国征兵网上报了名。7月9日至11日，
为期3天的汇龙镇城区及农村征兵小
体检正在进行中，小朱与一群立志报国
的青年一起，向自己的梦想进发。

接过“红色接力棒”

7月10日，建都社区组织适龄青年及其家长前往启东武警中队，参观官兵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训练场所。
姜新春 黄静摄

本报记者 陈天灵

7月9日，记者见到韩华新能源有限公
司组件711车间主任施伟的时候，他正在
处理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光伏组件。“光伏
组件的生产要经过焊接、叠层、层压、后
道、包装5道程序，技术改造后，现在完成
一块光伏组件只需要20秒。”施伟自豪地
说。

2004年8月，施伟加盟韩华新能源
有限公司，当时的光伏组件都是手工制
作。作为一名新员工，面对全新的工作
环境和复杂的工作程序，他没有退缩，
凭着刻苦钻研的劲头，做到每道工序都
熟练于心。施伟在基层锻炼了数年，练
就了不少“内功”。 2015年，公司打造

自动化智能车间，他所在的车间成为第
一个试点车间。施伟因表现出众，被提
拔为车间主任，挑起了生产车间的大
梁。作为生产车间主管，施伟真正发挥
了领头羊的作用，无论是设备安装、调
试，还是设备维修、保养，都能看到他
忙碌的身影。

2017年1月，为迎合市场需求，公司
产品逐步升级换代。然而，机器设备生产
新产品时不稳定，严重影响了产能。于是，
施伟主动联合生产、设备、工艺等其他职
能部门，一起研讨改善方案。之后，他就和
同事李长松、顾小祥经常待在车间，通过
改变机械臂、焊接方式、生产流水线速度
等举措，不断调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
题的对策，并不断地加以总结。一番“好事

多磨”，为后续的生产提供了最佳工艺方
案。所有这些，不但大大提高了车间整体
的生产效率，产能提升了75%，新产线可
满足31.5MW/月的生产需求，还缩减了
15%人员。同时，产品的合格率创新高，达
到99.8%以上。

工作中，施伟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
对同事的要求也十分“苛刻”。他经常主动
帮助新来的同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细心解答同事们关于工作的疑问，一遍遍
亲身示范、耐心教导，受到同事们的一致
认可。这些年来，他为公司带出了几十名
新人，如今，他带出的“新员工”都已经成
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好把式”，有的成了
所在生产线上的核心骨干。工作之余，施
伟十分热心，自告奋勇当起外地员工的

“保姆”，同事们有什么需求，他都能积极
帮助协调解决。

因表现突出，施伟多次获得“优秀
员工”、“先进工作者”等各种荣誉，他
所带领的车间也获得 “江苏省第一批示
范智能车间"、“启东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面对荣誉，施伟坦然依旧，他
说：“爱岗敬业不仅仅是口号，更要踏踏
实实将它落实，只有我们每个人做到
了，公司才能兴旺发展，才能迈向更高
的目标。”

扎根车间练内功
——记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施伟

提高办事效率
创优服务质量
市政务服务中心商务局

窗口高效服务获企业点赞
本报讯 7月5日下午, 市政务服务中心商

务局窗口上演了温馨的一幕，南通启吾农产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一行手捧一面写着“贴心服务
为企业 ，热情高效办实事”字样的锦旗,对窗口
工作人员提供的贴心、热情、高效的优质服务表
示诚挚的感谢。

6月22日上午，南通启吾农产品有限公司
到商务局窗口申请补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向窗口工作人员询问能否提前办结，同时
说明原表遗失，已经向扬子晚报登记遗失启事，
但报纸尚未发报，又急需备案登记表。市商务局
窗口工作人员急企业所急，迅速为其补办了备
案登记表。

多年来，该窗口坚持以企业满意为服务宗
旨，提高办事效率，创优服务质量，实施一系列
便民举措，注重用工匠精神提升企业的满意度。

（单松杰）

汇龙镇城建工作再发动
再推进

锁定目标任务
合力攻坚克难
本报讯 7月3日下午，汇龙镇召开城建工作

推进会，镇党政班子全体成员，相关派出所负责
人，涉拆村村干部、协拆人员，非拆迁村党组织书
记，镇拆迁指挥部现场组全体成员等参加了会议。

汇龙镇将全力推进征地拆迁工作，锁定年
初目标，任务再明确，工作再升温，力量再加强，
组织再有力，推进再加快，以月保季、以季保年，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要求，进一步合力
攻坚扫尾，狠抓结转地块；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狠抓协作配合；进一步规范建章立制，狠抓
规矩办事。每位城建线人员一定要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权力观，尽心尽责、倾力工作，始终保
持奋发有为的状态，以干事创业的饱满激情投
入到工作中去。

会上，东方、先河、天圣、金宁达恒、中正同
仁、海正六家评估公司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承
诺一定恪守职业操守，严格按照操作流程，公平
公正做好评估工作。 （陆春桃）

市市场监管局排查特种
设备安全隐患

消除事故隐患
保障使用安全
本报讯 结合夏季高温雨汛的季节特点，市

市场监管局自6月15日起在全市特种设备领域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保障特种设备使
用安全。检查开展至今，共出动检查人员114人
次，检查单位57家，发现隐患14条，已整改隐患
11条，该局及时对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消除
了事故隐患。

据介绍，此次集中检查重点为气瓶充装、检
验单位的现场检查；露天使用的起重机械、大型
游乐设施等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等使用单位的安全检查；学校、幼
儿园、医院、车站、客运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
览馆、公园、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的电梯检查。

（陈天灵 周钰闵）
世纪家园创新载体宣传控违

本报讯 世纪家园社区利用现代传
媒，引导社区居民发扬主人翁精神，当好城
市建设和文明创建的“啄木鸟”。

该社区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每月
推送控违拆违宣传信息，把市委市政府的
相关政策宣传到位。居民们将周边的疑似
违章线索及时向社区反映，把违法建筑消
灭在萌芽之中。 （周柳燕）

东珠新村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7月4日上午，东珠新村社区

党总支举行“守初心 铸忠诚”主题党日活
动。

南城区街道表彰了一批党小组长、党
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在集体政治生日会
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交流入党以来
的心路历程。 （张晓燕）

自来水总公司排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日，市自来水总公司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先后对管道施工现场、增
压泵站、取水口、办公楼、地面水厂、化验
室、门卫处和各镇（园区）供水站的机电设
备、消防设施、监控等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
查，并着重对涉及危化品安全问题的加氯
间和化验室进行了详细排查，对发现的6
个涉及安全的隐患及时督促整改。

（张柳）

启东农商行慰问万荣敬老院
本报讯 7月9日中午，启东农商银行

茅家港支行前往万荣敬老院，为老人们送
上食用油、米、毛巾等物品。

当获知老人因年迈不方便去营业网点
办理业务时，茅家港支行与敬老院协商，提
前帮助他们预约，并统一安排车辆，为这些
老人开通绿色通道。同时，党员员工为老人
们提供一对一帮扶服务。（高鹏 张文禹）

本报讯 7月9日下午，长龙五村
社区认真组织应征青年参加市人武部
预检。

前期，长龙五村做好预征适龄青年
的摸底登记及征兵宣传发动工作，该社

区工作人员认真核对参检青年的毕业
证、身份证，逐一验证登记，严把政
治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关卡，
确保把条件符合、素质过硬的优质兵
源输送到部队。接下来，该社区将抓

好征兵后期工作，精心组织初检通过
的适龄青年参加正式征兵体检及政审
工作，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今年
征兵任务。

（钮洪春 龚春燕）

长龙五村组织征兵预检工作

高新区举办安全知识竞赛
本报讯 日前，由高新区安监局组织

举办的“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在园区各企
业火热开展。

通过竞赛，强化了各企业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和安全法治意识，有利于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全民安全
意识提升。 （肖潇）

启东一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纳税人：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

十条规定，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规定，
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15日内到南通市启东地方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纳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并从费
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费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费款一并缴纳。因邮寄的《社

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本局《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缴纳，我局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
2017年7月10日

南通市启东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
《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文书送达公告

序号

1

2

3

纳税人识别码

91320681MA1N4FA22P

320681746833260

320681718523839

纳税人名称

启东一诶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

南通依维力电池
有限公司

翔雅（南通）麻棉
织造有限公司

社保号

068057359

068052209

068050902

险种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款

4597.9

328.42

164.22

328.42

11924.82

851.77

425.89

851.77

21857.85

1561.28

780.64

1591.28

17970.79

欠税所属期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

2004年6月至2004年9月

2004年6月至2004年9月

2004年6月至2004年9月

2004年6月至2004年9月

2008年12月至2008年12月

2008年12月至2008年13月

2008年12月至2008年14月

2008年12月至2008年15月

2008年12月至2008年16月

《社会保险费限
期缴纳通知书》

文书号

启地税五社限缴
字[2018]5029号

启地税五社限缴
字[2018]5019号

启地税五社限缴
字[2018]5016号

五分局催缴公告明细

7月 2日，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公布
“2018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招商银行按照一级资
本排名全球第20位，比2017年再度上升了三位，成为
国内首家进入全球20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隶属于英国金融时报集团的《银行家》杂志创刊于
1926年，是全球最具盛名的财经媒体之一。该杂志拥有
超过全球4000家银行的数据库，每年根据不同国家和
地区银行的核心资本、盈利能力以及同行竞争表现进行
分析，发布“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是当今国际最主
流、最权威的全球银行业排名之一。

自2008年首次排名进入全球百强以来，招商银行
的排名持续攀升，2013年首进TOP50，2015年首进
TOP30，今年更首次进入TOP20榜单，10年时间，招商
银行的排名上升了79位。

银行的一级资本实力是衡量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的
重要指标，反映了银行抗风险和利润增长的能力，是衡
量全球银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按照《银行家》公布的
数据，2017年招商银行一级资本达706.27亿美元，相比
2016年的559.4亿美元，净增长146.87亿美元。

一级资本持续攀升的背后，是招行资本内生能力的不
断增强。招商银行2017年年报显示，高级法下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提高0.53个百分点，达到12.07%；高级
法下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提高2.17个百分点，达到
15.5%。剔除优先股发行的影响后，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依

然较上年末有所提升，保持了较强的资本内生能力。
在资产负债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的同时，资本内生能

力不断增强也是招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除此之外，招行在2017年实现高质量发展还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效能持续提高，净利息收益率为
2.43%，维持在行业较高水平。二是业务结构进一步优
化，零售金融营业净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三是风险抵
补能力大幅提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262.11%，较上
年末提高82.09个百分点。

近几年，招行在同业中率先打破规模情结，控制加
权风险资产增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当前，银行业已经开
始分化，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形势下，强监管、去杠杆将
彻底重塑金融业的竞争格局，长期坚持稳健的风险文化与
合规经营理念，会让招行的相对竞争优势更加凸显。

招行通过持续的战略转型，甩掉了规模包袱、切换
了增长曲线，实现了“质量、效益、规模”动态均衡发展，
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同时也为战略转型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让招行能够更加从容地为更高层次的
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全球千家大银行20强有了中国股份行——招商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