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嘉怡

“施伯伯，你放心，家里的活我们来
干。”“最近，天气热，多吃点西瓜降降

暑。”……炎炎夏日，在海复镇三圩村村
民施锦冲的家里，爱心志愿者张金美、李
晶晶、施春红正在帮老人擦窗拖地，陪老
人聊天谈家常。“有志愿者经常来帮我干
活，还跟我拉家常聊天，我感到很温暖。”
老人感激地说。

在海复镇，说起张金美，大家都竖起
大拇指：“热心公益，身上总有那么一股
热情。”今年49岁的张金美是海复镇三圩
村村民，也是三圩村公益爱心服务志愿
者团队队长。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金美加入了三圩村唱歌群，把平时参
加的公益活动情况发到了群里，群里村
民积极响应。在张金美的影响下，村干
部、村民自发成立了志愿服务队。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发动更多
的人才能把爱心活动做得更好。两年来，
三圩村志愿服务团队不断发展壮大，从
组建时的10多人发展到目前的30多人。
在许多社会公益活动中，总能见到张金
美的身影。“团队成立时间虽不长，但志
愿者服务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各项
志愿服务工作从没间断过。”张金美说。

2016年加入志愿服务队的顾亚菊年
近50岁，算是团队里的“老大姐”。“前段时
间，我们团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一早就去
市第五人民医院康复中心看望那里的老
人，陪他们聊天，讲讲最近发生的新鲜事
儿。热闹极了。”顾亚菊说。当天，志愿者们
各自分工，组织老人们理发，为等候的老人

们修剪指甲，打扫卫生。活动结束后，大家
用相机记录下感人瞬间，制作成公益短片，
发到三圩村唱歌群里，号召更多爱心人士
加入爱心团队。

如今，三圩村公益爱心服务志愿者团
队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家
从点滴小事做起，用行动温暖着身边的人，
并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名片
三圩村位于东元集镇北侧，东

连四堤村，北接蒿枝港，南靠惠海
公路，西临搬场村，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白色道路贯通每个村民
小组。全村共有34个村民组，8个
社会管理网格，总人口4162人，耕
地面积4935.69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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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复镇三圩村的爱心志愿团队扶贫帮弱关爱老人——

爱的雨露洒遍田野

一粒青毛豆、一粒青豌豆，“两粒
豆”变身致富“金豆豆”，进而绘就喜人丰
收图，南阳镇合丰村30年传唱一卷不断
翻新的经典致富经（《启东日报》8月10
日五版）。回味采写过程，感觉“两豆”成
金，皆因有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内外部因
素，如同为之涂上了三层厚厚的金衣。

“当家人”大作为，堪为第一层金衣。
合丰村“两豆”成金及形成富民格局的全
过程，村干部特别是三任村支书始终扮
演着发起、组织、引领的角色。可以说，没
有村领导的主角身份并汇聚民间智慧，
就没有今天合丰村百姓已经鼓起了的钱
袋子。由此再次表明，一个村庄能否振兴、
繁荣，干部特别是“当家人”至关重要，所
以每每选用村支书及村干部时，务必听
取群众意见，让愿意带领百姓共同致富

的优秀党员挑此大梁，不然，有些人，当了
“和尚”，但不会撞钟甚至会乱撞钟，不少
村庄多年老样子，似乎就是佐证。

“市场俏”是关键，堪为第二层金
衣。市场畅销，产品值钱。合丰村“两豆”
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迎合了市场需求。普
通青毛豆、青豌豆，粗看很是平常，却填
补了华东地区盛夏、晚秋（初冬）时段的
市场空白，由于该村形成了总量达
6000亩的产销规模，于是，产品年年畅
销，规模年年扩大，农民的积极性愈加
高涨。由此折射出一条颠扑不破的道
理，凡是脱离了市场需求的农产品，纵
然品质再优、口感再好、营养再高、消费
者再称道，一旦沦为了“大路货”，又能
占得几分先机？其结果，不是无利可图
难以为继，就是被市场无情淘汰。

“一杆秤”帮大忙，堪为再包一层金。
6000亩“两豆”，总量超10万吨，如此规
模，离不开畅通的销售。对此，村果蔬专业
合作社联手各路商贩，为“两豆”开辟了一
条“卡车进村、磅秤进田”的便捷交售通
道。“田头‘一杆秤’，群众最省心”，因为有
了这样“一杆秤”，农户只管生产，“豆出
田、钱进袋”。在此销售模式下，农户们不
再为“怎么卖、卖给谁、卖到哪、卖多少”而
担忧，也便有了最大的种植积极性。由此，
也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从根本上
解决了“销售难”，迎合市场的农副产品，
也才有可能真正“值钱”！ 姜斌

启东边检站开展服务品牌
宣传活动

推进便民服务
树立良好形象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推

进边检“互联网+”服务，日前，启东边检站开展边检
服务品牌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以推进便民服务为着力点，以解决企业和
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不
方便等问题为切入点，介绍了江苏边检“V通关”服务
平台的应用方法。通过发放纪念品、播放宣传片、有
奖竞猜等形式，深化活动效果。活动加深了市民对边
检机关职能性质和服务新举措的了解，提升了边检
品牌的影响力，使得边检机关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
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杜俊博 王天威）

文汇新村开展讲邻里故事活动
本报讯 近日，文汇新村社区举行题

为“讲邻里故事 建和谐社区”的活动。老党
员沈康讲述了志愿者在辖区热心助人的事
迹，不少邻居听后表示，讲的都是身边的人
和事，听起来亲切感人。 （陈春华）

紫薇三村举办青春期讲座
本报讯 日前，紫薇三村社区举办青春

期知识讲座，邀请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的徐旺梅老师讲授。讲座从青春期的性发
育、自我保护、饮食健康和卫生保健等方面
展开，为学生们揭开了青春期敏感而神秘的
面纱，解除了青少年及家长因孩子青春期带
来的困惑和苦恼。 （黄晓燕 陈燕）

东洲新村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日前，东洲新村社区召开党

风廉政工作会议，社区党组织书记从强化
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尽职
尽责做好服务居民群众工作三方面入手，
要求社区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廉洁从政
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提高工作责任心，
服务居民更加到位。 （姜新春 陆鸿健）

层层压实责任
全面梳理排查
市行政审批局启动证明事

项清理工作
本报讯 日前，市行政审批局启动证明事项清理

工作，切实落实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
取消的要求。

市行政审批局要求各个审批科室对所有审批事
项进行进一步梳理排查，全面清理各类无谓证明。所
有审批事项中，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必须要有明
确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法律依据，
各审批科室需对所有审批事项逐一排查，全面清理
重复证明、循环证明等，以减少申请人的负担。以向
社会公布的行政权力清单、公共服务事项目录等为
基础，全面梳理在办理审批事项中要求申请人提供
的所有证明文件，确保不遗漏。全面了解证明文件的
出处，正确把握其证明意图，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保
留、修改或取消的建议。 （刘嘉怡 翟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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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为确保我市养老、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

保险业务顺利并入南通市信息系统，按照上级
部署，定于2018年8月16日至8月31日对我市
社保业务进行并轨前各项综合测试。测试期间
暂停办理以下相关业务：

一、暂停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退休审批、待遇核定业务。

二、暂停办理灵活就业人员正常缴纳养老、
医疗保险费业务。

三、暂停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申
报、缴费、关系转移、失业登记（包括失业保险待
遇审核）、待遇支付（医疗费用报支除外）及其他
基金综合业务等。

上述各项业务的恢复办理时间另行公告。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启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8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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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联赛开赛在即
五大联赛开赛在即，比世界杯更好中。每周约

百场赛事，球星阵容更整齐。强弱分明，熟门熟路
更好猜。详情见店内海报。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热烈祝贺
中福在线销售厅6月27日

喜中全国累积大奖25万元！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诚信专业
婚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
会委托创办，十年来，使无数有情
人相识、相知、相爱！现有数千名
单身贵族期待您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微信：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两粒豆”缘何能涂上“三层金”

“七夕”前夕，万豪花园社区睦邻站邀
请9对恩爱夫妻参加“浪漫七夕，把爱说出
来”活动，共同见证情比金坚的幸福婚姻。

顾红梅摄

长龙三村防邪知识进家庭
本报讯 近日，长龙三村社区开展反

邪教宣传活动，家庭普法站站长黄惠娟阐
述了邪教的本质及严重危害性，通过对真
实案例的讲解，切实增强社区居民预防和
抵制邪教的能力。 （王健 姜新春）

永久脱毛
请扫
二维码
13962823297

根据启东市户外广告设施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经
前期宣传、通知、通告，并经本机关调查核实，下列户外
广告设施属违法设置且不符合规划和设置技术规范，
具有严重安全隐患。自公示之日起三日后，本机关将依
法采取拆除措施。

特此公示。
附：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统计表。

启东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公园路（中央大道——民乐路）户外广告拆除公示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地点

城北菜场北墙

公园北路1259号

公园北路1253号佳得福
便利店

公园北路1219号白蚁防治
所楼顶

公园北路1101号香格里拉
商务宾馆

公园北路1063号
中国人民保险

公园北路999号怡莱酒店

公园中路鑫天磊时尚酒店

广告内容

南通鋆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平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①海阔天空桑拿休闲
②空面板

户外媒体整合

启东市白蚁防治所

①香格里拉 商务酒店
②香格里拉商务宾馆

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②中国人民保险

怡莱酒店

①环球大厦甲级写字楼
②城市之星巅峰之作
③环球大厦（ 金人传媒）
④空白框架（医药公司）

广告类型

楼顶广告

悬挑式

楼顶广告

墙面广告

①悬挑式
②楼顶广告

①悬挑式
②楼顶广告

悬挑式

楼顶广告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公园中路731-737号麦克趣儿

公园中路693号
启东八方劳务公司
民乐中路500号

公园北路1228号附1号

中国银行长龙支行

中国邮政

公园中路848号
锐利图文快印

优贝思特/吴氏健康食品

幸福二村11号楼东墙

南通启东人民商厦东侧墙

麦克趣儿

①为您的屋顶安装银行
②南通高山新能源科技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上海张小泉剪刀启东专卖店
①得胜广告
②户外媒体整合

①定制全屋家居②空白框架
③邮乐购④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⑤代缴话费等⑥中国移动

锐利图文快印

①杰灵装饰
②小邹金店一元换购
③杰灵门窗

团团木门

道格拉斯瓷砖/台湾装饰街
185-189号

悬挑式

墙面广告

悬挑式

悬挑

楼顶广告

①②楼顶广告
③④⑤悬挑式
⑥墙面广告

墙面广告

墙面广告

墙面广告

墙面广告

放大产业优势
打造经营平台
高新区（近海镇）召开农业

农村工作点评推进会
本报讯 8月14日下午，高新区（近海镇）召开农

业农村工作点评推进会。上半年，高新区（近海镇）农
业项目开工8个，预计总投入3.29亿元，实际已投入
9730万元。第三季度，有菲博特、鲑鱼养殖等4个项目
开工，另有在手在谈农业项目8个。深化基础设施建
设，全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镇5个村合计2万亩
土地，基本完成高标田主体工程建设。卫生健康事业
加快发展，打造“农村15分钟”医疗服务圈，公益村、新
阳村等8个村的卫生室已达标运行。

下阶段，高新区（近海镇）将以特色为主导，放大“三
大”农业产业优势。集群化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以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为重点，以外向出口为导向，继续放
大新型农业科技类、食品生产类、海产品加工类和新型
饲料类等五大类、十三个小类的集群规模。特色化推进
休闲市场类农业项目。围绕科技农业、新型农业，推进落
实生物医药、智能农业等科技项目。搭建综合性发展研
发设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促进服务类机构，加
强专业化能力建设。打造“新型农业经营体”平台。按照

“管理规范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安全化、营
销品牌化”标准，培育市场主体。 （李朱雳 浦栋雁）

8月16日，台湾宜兰县国民小学、大福国民小学和宜兰市新生国民小学校长团一行，前来我市
参观交流。校长团一行观摩了实验小学版画、书画展，以及民乐舞蹈表演等。据宜兰县中国传统艺术
推广协会理事长高正人介绍，协会近年来致力于两地文化交流，获得两岸各界人士好评。 郁卫兵摄

两岸两岸
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