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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
行来启调研

合力化解债务
助力统筹发展
本报讯 9月13日上午，人民银行南通市

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李丹瑾来启调研地
方债化解及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
工作。

调研组听取了我市地方债务基本情况、化
解的主要举措，以及遇到的问题和启东经济发
展与金融支持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情况等方面
情况。我市农发行、工行、建行、江苏银行四家金
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就如何协助政府部门做好地
方债化解等工作进行了专题汇报。调研组就相关
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建议。要求增强信心，提高认识
和政治站位，为政府分忧解难，探索有效路径，积
极寻找政府与金融机构的结合点，共同把地方债
务化解工作做好。要树立更高目标，将打造陆海统
筹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设定位在国家层面，为启
东打造新的亮丽名片。 （黄晓燕 龚宝妹）

1970年春节，我与恋爱了四年的爱人
步入了婚姻殿堂。记得当时，因家境贫寒，
父母只给了我俩一间房间。那间与厨房连
在一起的“婚房”，中间用芦头编织了一道
隔离墙，幸好爱人会收拾，倒也井井有条。
当年10月，儿子出生了，给全家带来了莫大
的惊喜，但随之而来的困扰让我措手不及，
小小的房间竟放不下一张婴儿摇篮。

添了一张口，生活更加拮据。靠爱人
参加集体劳动，一年只分到1个月的口粮、
几十斤油菜籽、几斤花生，而我每个月
也只有26元的工资，日常开销加上还生
产队的倒挂款，每月所剩无几。由于家
到学校有十几里路，虽是周日晚到校，
周六下午上好课回家，还是十分的不
便。我硬着头皮托人要到一张自行车票，
整整花了我四个多月的工资，对它的爱护
可想而知了。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家。

1980年6月中旬，传来了一条让我振奋的
好消息：凡1980年前不超过35周岁的教
师可以报考海门师范，考取的可以转为国
家干部。于是，我一边努力教学，一边加紧
复习。幸好考试日期为7月15日，7月1日
放假在家，我早晨4点30分起床，晚上12
点后睡觉，待考试结束，短短的15天我掉
了10斤肉。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录取通
知书终于来了，全家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们掘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中心小学任教，
每月的工资也增加到41.5元。每周六放学
后路过菜市场买点肉，拎一串河蟹，犒劳
一下在我学习期间节衣缩食、辛勤劳作、
精心照料两个孩子的爱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允许个人
办厂经商。我爱人趁着这股东风，走出家
门，在大上海办了三年的小工厂，做了三
年的水果生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89

年夏天盖了一座楼房，在当时的生产队
里，我是第二家盖的楼房，我的月工资也
增加到了百元左右，党的改革开放让我家
掘到了第二桶金。

炎炎夏日，打开楼房里的每一扇门、
每一扇窗，徐徐的东南风吹到了房间的每
一个角落，丝丝凉意拂满全身。寒冷的冬
日，呼号的北风，吹的大树瑟瑟发抖，鸟雀
躲在巢内不敢露头。可在楼房内，暖暖的
阳光穿过东墙宽大的玻璃窗，照在身上暖
烘烘的。此时此刻，心里更加热乎：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多么暖人心呀！

10年转眼即过，所砌的平顶楼房有些
烤人，伴有些许漏水。外墙面灰尘重叠，既
不美观，又不宜住人。在这期间，月工资又
增加了不少，便动起了砌个假屋面，外墙
弄个涂料的念头。想着便动起了手，经过
10天的努力，原有的楼房焕然一新，成了
一幢亮丽的农村别墅。

转眼又到了2006年，我退休离开了教
育岗位，退休金拿到了2000多元，我的退
休生活有了根本性的保障。这些年，我们
这些退休的老教师继续享受着改革开放
的丰硕成果，退休金如今增加到了近8000
元。这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加悠闲适意，搓
搓小麻将、上街买买小菜，回家弄个三菜
一汤，喝上一杯小酒，真是其乐无穷。党和
国家对退休教师的关爱，也是我人生中掘
得的第三桶金。

享受着国家的优厚待遇，我也老有所
为。根据村里推荐，我在村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的岗位上已工作了四个春秋了。节假
日，我无偿给学生补习文化知识，拓展他
们的视野，让他们在学习中取得较好的成
绩，同时也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
村里还获得了市级关工委先进村、优秀校
外辅导站的称号。

（徐辉）

我家掘得“三桶金”
市行政审批局推行综合

预审窗口服务模式

一窗受理服务
优化审批流程
本报讯 “现在到行政审批局综合预审窗

口办事，立项、用地、环评的办理流程，一个窗口
全部到位，方便多啦！”9月17日，一个来窗口咨
询启隆水泵站办理流程的市民兴奋地说。

近日，市行政审批局全面推行综合预审窗
口服务模式，一窗受理所有企业群众的咨询和
审批事项，实现“前台综合预审、后台分类审批、
窗口统一出件”。该局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以优化审批服务流程为目标，推行“四表”“一
单”“一网”“一课”的运行模式。“四表”即各事项
办件情况统计表、接待咨询业务情况表、综合预
审窗口轮值表、重大项目进展表；“一单”即受理
材料标准清单；“一网”即网上资源共享平台；

“一课”即每日业务技能培训课。通过整合科室
业务人员、共享资源和全能岗技能获得，达成综
合预审服务模式的软硬件配备。

综合预审窗口服务模式推行以来，办一件
事跑多个部门窗口的情景不复再现。一个窗口
跑完所有流程，一个窗口解决所有问题。“综合
预审窗口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从立项到施
工许可证申请，我们只提交一次材料，只跑一次
窗口，全流程的审批时间比我们预想的缩短了
很多，真心为启东的营商环境点赞！”上海交大
产业园董事长陈庆华由衷地感慨道。

（黄玲玲 肖卫辉 赵吉柱）

本报通讯员 倪杰

每天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吕四自
来水厂“娘子军”抄表班的15名成员就
带上装备匆匆出门了。她们分别来到各
自的抄表区域，熟练地用铁钩钩起井盖，
仔细查看并登记水表示数。别看这工作
简单，要做好却也并不容易。

抄水表，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
益，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准确无误地抄
好每一户的水表，她们每天弯腰数百次
提拉井盖。夏天，中午的太阳辣得眼睛都
睁不开，但她们依旧认真地记录下一个
个带着“温度”的数据，衣服早已被汗水

浸透数次。每次抄表，稍不注意就会扭到
腰或者被井盖砸到脚，有时甚至被狗咬
或被蚊虫叮咬，但她们毫无怨言。

3个月前，抄表员张来娣外出抄表
时不慎被村里一条狗追咬，但她强忍着
眼泪，克服恐惧依然继续抄表，直到她
当日工作完成后才去就医；有一次，抄
表员陶红霞来到吕四港镇六斧头村抄
表，正埋头清理水表周围的树枝时，突
然被一只黄蜂叮咬，当时她还没注意，
直到抄表结束回到家时才发现半面手背
已红肿起来，疼痛难忍。为了不影响抄
表进度，她只稍微涂抹下药膏，第二天
依旧坚持去抄表。这些年里，一次次类

似的“意外”，都化作了女抄表员们更
大的工作热情。不仅如此，近年来，当
她们在抄表时发现用户用水量较以往几
个月有异常时，总会贴心地通知用户，
避免给用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当发现
表箱盖受损严重时，又会及时通知公司
营业部进行更换 ，以免影响来往行人车
辆的安全。

辛勤汗水，换得甘泉流淌。仅今年以
来，吕四自来水厂“娘子军”抄表班的抄
表准确率全部达到98%以上，张来娣、陶
红霞、袁海玉、成晓霞、宋红、王惠6名抄
表员水费回收率达到99%以上，其他9
人也都超过了97%。

滴滴汗水化清泉
——记吕四自来水厂“娘子军”抄表班

9月14日上午，林洋能源20余名志愿者来到汇龙中心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慰问
品和中秋佳节的祝福。活动中，志愿者和老人们一起包馄饨、做互动游戏，还为老人们
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 潘杨 陈燕摄情暖敬老院情暖敬老院

为进一步优化城区居民住宅小区
居住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突
出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涂乱
贴、乱设摊点、毁绿种菜、饲养家禽
等问题，全力推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江苏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
理条例》《启东市严格管控违法建设办
法 （试行）》（启办发 〔2016〕 32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市
政府决定开展城区居民住宅小区环境
综合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整治范围
南城区街道、北城区街道、汇龙镇、启

东经济开发区所辖范围各居民住宅小区。
二、整治内容
1.占用小区公共通道、公共绿地，未

经法定机关批准或未按批准内容建设的

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2.占用、堵塞小区消防通道或无障

碍设施的物品、车辆。
3.在小区楼道内私拉乱接电线、电

动自行车违规充电。
4.占用小区公共通道、公共绿地、公

共物业部位堆放物品。
5.毁绿种菜等各类破坏绿化行为。
6.在小区内饲养家禽家畜。
7.乱设摊点、乱涂乱写、乱晾乱晒、

乱设广告牌、破墙开店、超门窗经营等行
为。

8.扰民、污染环境的无证无照经营、
超范围经营等行为。

9.小区内停放的僵尸车，车辆乱停
放影响通行的行为。

10.养宠扰民、遛狗不牵绳、犬只随
地便溺、犬便未及时清理等行为。

11.聚众赌博,噪音扰民、影响小区
公共环境秩序的棋牌室。

三、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

和个人应立即停止并自行纠正影响居民
住宅小区环境秩序的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由属地政府（街道）牵头，市住建局督
促各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必须按通告要求
强化日常管理。9月25日起，市城管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大队
等将进行联合执法，依法处置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

四、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应带
头支持参与，广大居民要积极配合住宅
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自觉履行社会
公民、小区业主的责任和义务。

五、拒绝、阻碍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执法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涉嫌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启东市人民政府
2018年9月14日

启东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区居民
住宅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的通告

启东高新区消防中队因消防工作需要，面
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合同制消防员若干名，从
事启东高新区（近海镇）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
消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1.热爱消防事业，愿意从事消防工作，年龄

35周岁以下，男性青年。
2.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无不良嗜

好，无违法犯罪记录。
3.身高1.65米以上，裸视4.8以上、身体健

康、体检符合应征青年入伍体格检查合格条件。
4.学历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部队退

役的优秀士兵视情况可适当放宽至初中毕业。
5.公安消防部队退役或其他部队退役的优

秀士兵、地方职业学校消防专业毕业生以及具
有B2驾驶证的优先录用。

二、录用办法及待遇
1.体能测试、体检、政审合格后办理录用手

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为二个月，试用不合
格者将解除劳动合同。

2.试用期满合格后一经录用，待遇参照启滨
管〔2016〕33号文件和相关会议纪要以及有关

补充文件规定标准执行。
3.统一安排食宿和服装（免费）。
4.合同制消防员实行24小时执勤制度，执

行不定时工作制，采取留队休息和轮值班制管
理模式，一个月假期原则8天左右，其他假期按
照园区相关规定执行。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间：2018年9月18日~9月30日止。
（上午 9:00~11:40，下午 14:00~16:45，

节假日休息除外）
2.报名地点：启东高新区（近海镇）南海路

558号海韵大厦2307室～启东高新区聘用职工
管理办公室报名处。

3.报名时须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学历证明、
退役士兵的退伍证、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一寸免冠照片3张。

4.体侧、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5.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80928259 15950839850

启东高新区聘用职工管理办公室
2018年9月17日

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合同制消防员招聘简章

开发区安全检查不留死角
本报讯 近日，启东经济开发区规划

建设局对锦绣四期等在建安置房项目进
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涉及施工项目的安全
防护措施、操作规程、消防设施设备等方
面，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了整改意见，
并督促其迅速落实，确保检查不留死角，
隐患整改落到实处。 （夏辉）

南苑二村控违工作再推进
本报讯 9月18日，南苑二村社区召

开控违专题工作会议，对近期控违工作进
行再部署再推进。

会议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
辖区内占用公共绿化区域的109个违建
户、共计1572平方米违建面积，逐一上门
做好教育劝导工作，强化网格化防控巡查
机制，确保不新增一寸违建。 （王红美）

锦绣华庭社区制止新违建
本报讯 近日，锦绣华庭社区及时制

止了一起违章搭建。
在控违巡查中，居委会工作人员发现

一店面门口搭起了20多公分的铁皮房，用
于扩大使用面积，便立即上报并与街道城
管工作人员一起，向店主宣讲违章搭建不
仅影响街面整体形象，而且容易埋下安全
隐患。经过劝说，店主与城管工作人员一起
拆除了违章建筑。 （吴燕燕 浦源芫）

阳光花苑举办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日前，阳光花苑社区举办了

“迎中秋 强体魄 促和谐”为主题的趣味运
动会。

活动中，近百名社区居民参加了手运
乒乓球、飞镖、筷子夹球等项目的比赛，选
手们的精彩表现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
喝彩。 （刘嘉怡 黄晓香）

近日，滨海幼儿园的师生来到自己的种植
园采摘辣椒。老师手把手讲解和示范如何采摘
辣椒，孩子们俨然变身为一个个“小农民”。

倪瑄 姜新春摄

纺工新村拆除老违章建筑
本报讯 近日，市城管执法大队将纺

工小区150平方米的老旧违章建筑全部
拆除。

地处市中心的纺工新村是个老小区，
消防通道被违章搭建占用现象由来已久，
部分老违建已存在近20年，小区内安全隐
患凸显。 （章馨露 姜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