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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保证金清退
工作持续开展
共退还历年投标保证金

113笔，涉及金额230.7万元
本报讯 11月2日，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办
理自2010年以来中标项目的保证金退还手续，共
有14笔，金额达100多万元。这是今年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自全面启动清退历年投标保证金工作以
来，受理的笔数最多、金额最大的退还款项。

投标保证金作为投标责任担保，每个交易项目
都会产生，历年来有些投标单位由于人员调整、交
接不当等种种原因，致使保证金未及时申请退还，
一直沉淀在财政局的账户上。为切实降低企业负
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今
年4月份开始启动清退历年投标保证金工作，全面
清理2009年至2017年的投标保证金。

截至10月底，交易中心窗口共办理退还历年
保证金113笔，涉及金额230.7万元。

（刘嘉怡 陈建虹）

南通市基层慈善组织建设
经验交流会在启召开

健全救助体系
发展慈善事业
本报讯 11月8日上午，南通市基层慈善组织

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启召开。南通市慈善总会会长王
德忠，我市领导葛志娟、袁圣菊参加活动。

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南通市政府、南通市民
政局、南通市慈善总会关于健全基层慈善组织、发
展基层慈善事业的号召，大力开展基层慈善组织建
设。2015年，我市在各镇、园区、街道全面推进建立
慈善分会。2016年，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在全市
稳步推进村（居）慈善工作站建设。目前，镇（园区、
街道）慈善分会、村（居）慈善工作站均实现全覆盖，
形成了市、镇、村三级慈善组织网络。截止今年10
月，全市基层慈善组织共计积存资金2471.35万
元，其中分会1170.29万元，工作站1301.06万元，
为健全基层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慈善事业长期持续
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下阶段，我市将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慈善意识，
优化社会慈善氛围，激发公众投身慈善事业的热
情，让慈善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把发展慈善事业
列入政府的专项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使慈善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汇龙镇南郊村慈善
工作站，听取了吕四港镇吕北村和汇龙镇南郊村慈
善工作站的相关情况介绍。会上，启东、如东、海安、
通州、海门等有关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李朱雳）

本报记者 蔡樱子

11月8日上午10点多，屋外飘着丝
丝小雨，让人感到阵阵寒意，但位于奥邦
广场四楼的一家自助餐厅内，却是春意融
融，一片热闹景象，曾经在启东化肥厂工
作过的165名退休老员工相聚在一起，回
忆过去，畅叙友情，共话发展，仿佛一切还
是昨天。

因许久未见，见了面不是在嘘寒问
暖，就是在互相交流着自己的退休生活，
有的还拿出手机给身边的老同事看看儿
孙的照片，个个笑逐颜开。这是化肥厂退
休老员工们的第二次聚会，去年聚会有
80多人参加，今年人数多了一倍。他们中
有的还是从四川、南京、苏州、扬州等地赶

来的。“我是昨天从苏州赶回来的，看到老
同事们，又像回到了温暖的大集体中。”范
斌斌说道。

一架小型的投影仪上，闪过一张张老
照片，有集体照、工作照，还有不少获奖的
老照片，让人感慨万千。“这些老同事，最长
的有28年没有见过面。”王思忠笑着说，他
进厂的时候才26岁，2006年退休。原来在
化肥厂工作，除了化工设备是机器，其它包
装、做煤球、入炉等靠的都是车拉人扛，现
在通过技术革新，把人力转化为半自动、全
自动，时代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人群中，江苏海四达集团董事长沈涛
一直在和大家唠着家常。“最近身体如何？
上了年纪要保重身体……”启东化肥厂成
立于1969年，是江苏海四达集团的前身。

在杭州出差的沈涛获悉化肥厂老员工要聚
会，提前赶回启东。沈涛说，据初步统计，曾
经在启东化肥厂工作过的员工有近2000
人，他们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了青春，希望这
些退休老员工继续支持企业的发展。

在悠扬的竹笛声中，68岁的文艺爱好
者茅继业演奏的竹笛《牧民新歌》，仿佛把
大家带入了一望无际的草原。“今天十分
开心，表演几个小节目让大伙乐乐。”茅继
业说道。多年老友未见，大家争相上台表
演节目。上海知青陈英娣一曲沪剧《办喜
事》，也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在年纪大了，
唱得没以前好了。”陈英娣哈哈大笑，“我
们虽然退休了，但一直关注企业的发展，
看到曾经的化肥厂发展得这么好，生产出
的产品天上的、海上的、地上的都有，销往

世界各地，特别自豪。”
原化肥厂双职工李菊萍、周品高夫妇

从接到聚会通知后，天天盼着这场聚会。
“我们就是想着老同事们见见面，看看大
家都有什么变化，从当初进厂的小姑娘、
小伙子，到现在的老头老太，咱们的日子
是越过越好了。”李菊萍刚说完，一旁的龚
林尧忍不住上来说：“我可是化肥厂二代，
当时高中毕业后就顶替父亲当了一名操
作工，1997年离开化肥厂创业。不管身在
何方，咱们都不能忘根。”

在欢乐的音乐声中，到场的人分车
间、分科室、分班组进行了合影留念，大家
纷纷表示，明年是海四达成立50周年的
大日子，到时候一定要再组织这样的相
聚，共享企业发展喜悦。

本报讯 11月6日晌午，阳光正好，
不少老人在台角小区里散步、带着孩子玩
耍。在台角小区中央的空地上，工人们正
在栽种树木。几个月后，这里将成为市区
又一个绿意盎然的小游园，供生活在周边
的市民休闲娱乐、游玩健身。

“今年市区将再新建5个小游园，目
前人民中路与惠阳路东南角小游园已完
工。”市住建局园林处主任陈娟娟介绍，
2018年，我市计划新建的小游园分别位
于人民中路与惠阳路东南角、长龙一村98
号楼南侧、紫薇一村2号楼南侧、台角小
区、长龙苑8号西侧，5个小游园总投资约
500万元，年底前将全部竣工并向市民开
放。不仅如此，为方便广大市民如厕，我
市还将新建城区公厕10个，改造公厕20
个，新建、改建2A以上旅游厕所3个。

最近五年来，市区全面布局节点小游
园，均衡城市绿地分布，利用城市中不宜

布置建筑的小块零星空地，打造市民休闲
健身的好去处，以每年新建3个左右小游
园的建设进度不断扮靓美好家园。5年间，
市区总计新建小游园13个、改建小游园
11个，点缀在新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和居民
生活小区周边，既为广大百姓提供了观赏
休闲与健身娱乐场所，又大大丰富了城市
绿地的生态环境，让城市变得更加秀丽。

“我们在城市生活，需要这样的休闲娱乐
场所，面积可以不大，但是功能要齐全。希
望相关部门能建设更多小游园，为城市增
添美景，为市民生活增添乐趣。”家住台角
小区的张女士对小游园的建设充满期待。

街头游园越来越多，越来越人性化。
“自打这游园建好后，我一有空就带着小孙
子来这儿玩。生活品质提高了，而且有了政
府倾心打造的小游园，出门遛弯、健身都这
么方便，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宅’着呢?”家
住长江新村的市民宋菊3年前退休，不喜
欢打牌的她平时最爱去小区83号楼北侧
的小游园里逛逛。除了有漂亮的绿化景观，
扭腰器、太空漫步机、单双杠等健身器材也
错落有致地安装在小游园内，吸引了周边
众多居民前来游玩、锻炼，只要天气晴朗，

小游园里总能传来阵阵欢笑声。
“小游园连着大民生，也是城市建设的

突破口。”陈娟娟表示，作为城市基础设施
的一部分，小游园建设不仅完善了城市功

能，改善了城市面貌，提升了城市品质，更
重要的是，游园环境好了，空气好了，市民
们可以惬意地休闲娱乐，感受城市给他们
带来的宜居与美好。（刘嘉怡 蔡丹丹）

小游园成“城市客厅”

他们曾经都是启东化肥厂的建设者，而今，退休后的他们欢聚一堂，关心的
依然是企业的发展——

165名老员工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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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在中国县市报研究会
第33次年会上，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斩
获第五届全国县市区域报经营成功案例
铜奖。此外，在2018年度南通市新闻界

“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武”活动中，启东
市新闻信息中心3件作品获奖，获奖数量
和质量在南通各县市区新闻媒体中名列
前茅。

中国县市报研究会是全国县市区域
报社自愿结成的学术性的全国性非营利
性的社会组织。本次年会以“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为主题，全国70余家县市主流
媒体单位参加会议。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
《丰水梨》项目荣获第五届全国县市区域
报经营成功案例铜奖。2017年8月，启东
市新闻信息中心特别策划了具有浓郁乡

村风情的水果小镇“梨王”大赛活动，运用
纸媒和各新媒平台发布大赛消息，以融媒
体形式进行了全面报道，现场微信视频直
播浏览量9万多人次，水果小镇的旅游品
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8年度，为推动新闻单位深入开
展“走转改”和练兵比武活动，南通市委宣
传部与南通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开展

了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报道为主
题的全市新闻界“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
武”活动。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解放思想
再发力 追赶超越争一流—2018“走读区
镇”融媒体新闻行动》获创意奖，这一
专栏报道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
式，生动反映启东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壮
丽画卷，以及全市各地高质量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新实践、新亮点；《飞阅蝶
湖，看到美丽的蓝蝴蝶了吗？》获融合
奖，作品通过报纸和网络、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等平台传播，总阅读量逾15
万；《25年85次来启的“洋插队”—记启东
市荣誉市民、南通大学终身教授汤玛斯·
肯瑟勒》获优秀新闻奖。 （季则）

媒体融合发展显成效
本报多件作品和经营案例获奖

11月6日下午，在宁启铁路启东段吕四
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铁轨道床整
理。据悉，宁启铁路启东段建成通车后吕四
站将包含机务折返所和装卸检修所。目前，
场站所有建筑已经基本完工，正在做最后的
装修等收尾工作。 郁卫兵摄

整理道床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召开

坚持问题导向
扎实整改落实
本报讯 11月8日下午，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南阳镇召开。
市领导姜平、唐海兵参加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平对7月份以来全市
创文和城乡环境整治工作作了点评。各地各部门持
续实施城区“路长制”和农村“埭长制”，创文全员参
与态势不断巩固，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督查考核；
着眼宜人宜居宜业，扎实推进城乡环境整治，集镇
环境秩序长效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废品回收和畜禽
养殖污染整治进展迅速，农村环境“六位一体”长效
管护水平巩固提高，城区道路全面实施精细化高标
准管理，市容市貌改善提升；注重落细落小落实，持
续推进市民素质提升，做深做透宣传教育引导工
作，主动回应解决影响群众生活的热点问题，营造

“共创文明城，同做文明人”社会氛围。
副市长唐海兵要求各镇区、各部门要以路域环

境整治为突破口，全力打造“畅绿洁美”的通行环
境；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组织实施好农村户厕建设
改造工作。

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海复镇滨海村改
厕，南阳镇聚阳镇区、少直镇区、南阳镇区集镇管理
和沿线路域环境整治工作现场。会上，海复镇、南阳
镇作了交流发言。 （黄燕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