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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近岁末，雅
威科技位于启东的生产基
地正在忙着进行新产品
A600的最后组装工作。这
个近两米高的“大家伙”，
除了体积大点，看上去和
日常的净化器并无差别。

“别看它的外表简简单单，
‘心脏’里的500多个零部
件全由外国业内顶尖企业
制造。一台 A600，需要 8
个国家的数十个企业合力
完成。”北京信和洁能新能
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斐之介绍。

雅威科技有限公司
1983年创立于芬兰首都赫
尔辛基，专注于全球高品
质空气净化领域，雅威科
技在全球86个国家拥有发
明专利100多项，产品广
泛应用于工业、商业和民
用领域，客户遍布亚欧美
洲，现为中芬两国“美丽北
京”项目成员。2013年，北
京信和洁能新能源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成功收购芬兰
雅威科技有限公司85%股
权，由此开启中芬空气净
化合作之旅。

合作中，北京信和不
仅“笑纳”雅威在净化空气
和节能领域的全部技术、
人才储备和市场份额，更
是完成了由“走出去”到

“请回来”的完美衔接——
在启东建立雅威生产基
地。据了解，雅威科技启东
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欧元，
占地约 192亩。项目分两
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
完工，芬兰科技人员已进
驻，进行设备调试和技术
人员培训。

在一期建成的厂房内，记者见到来自芬兰
的技术人员Kristian。他表示，来到启东的生产
基地让他感到相当吃惊，政府的积极扶持助力
项目飞速进展。去年12月才启动的项目建设，目
前已经能试生产了。据悉，明年，雅威科技二期
项目将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3.62亿欧元，增添
大型工业除尘净化设备生产线5条。项目全部达
产后，雅威科技将实现年应税销售10亿欧元。

雅威自登陆中国以来，凭借专业的过滤效
果，获得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和肯定。目前，雅
威在全国18个省的54个地区设有销售点。作为
两次获得过芬兰总统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的企
业，雅威空气净化器不同于国内生产的净化器，
其独特的离子瀑空气净化技术的高效性、恒定
性及灵活性颠覆了传统技术。“我们的净化器没
有滤芯，达到99%的超高净化效率，可净化至纳
米级颗粒物，包括病毒、细菌及对人体健康危害
最大的超细颗粒物。”杨斐之介绍，“中科院等国
家机构办公室，北京万达索亚特大酒店、南京万
达院线，以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等单位用的都是
我们生产的空气净化器。”

启东雅威科技正式投产后，将大力生产民
用净化器。“以后国内有了生产基地，成本就降
低了。届时，我们又有核心技术，又有专业人才，
我们的目标是将世界最牛空气净化设备在启东
实现国产化。”杨斐之表示。 （潘瑾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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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此次市委巡察组对江夏村
工作开展巡察，不仅是对我村各项工作
的有力监督，更是对我村‘两委’班子
的促进和鞭策，将有力推动我村党风廉
政以及其他各项事业发展。”12月12日
上午，寅阳镇江夏村第一书记郭沈瑜在

十三届市委第十轮巡察工作动员会上如
此表态。

据了解，开展村居巡察工作是规范基
层干部权力运行、促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
转变作风、廉洁履职、维护基层社会和谐
稳定的现实需要。在村居巡察工作中，重

点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
生问题，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扫黑除恶、
精准脱贫、环境整治、惠民政策、征地拆迁
等情况，重点巡察基层“微腐败”以及“村
霸”“蝇贪”等问题。

为了保障工作效率，精准发现问题，

巡察组在巡察进驻前向纪检监察机关、组
织、审计、信访等部门和单位了解村居班
子及其成员的有关问题，全面掌握基本情
况；巡察进驻后逐项、逐户进行核实确认，
对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摸
排。今年以来，我市已对全市62个村居开
展了巡察，发现各类问题415个，移交问题
线索49条，立案2件，留置1人，向司法机
关移送5人。村居巡察切实解决群众身边
的“微腐败”，使全面从严治党直抵“神经
末梢”，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蔡樱子 周蕾）

村居巡察剑指基层“微腐败”
全市62个村居巡查发现问题415个，移交问题线索49条

今年11月底建成运行的启东经济开发区
残疾人之家，是集托养、康复、培训、文化体育、
维权等服务于一体的残疾人综合服务机构，内
设手工坊、图书室、日托室、康复健身室等多个
功能科室。以辅助性就业为主，为残疾人提供
就近、便捷的基本服务。

12 月 11 日，多名残疾人在九鑫玩具有限
公司技术人员指导下加工毛绒玩具。

姜雨蒙 花群摄

助残服务
温馨家园

农机购置补贴
用在“刀刃”上

我市今年完成补贴额570
余万元，受益农户660人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农委获悉，截至11
月底，我市今年完成农机购置补贴577多万元，
补贴机具1978台，受益农户660人。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支农惠农的重要政策
之一，也是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有力抓手。据
悉，今年我市市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规模为
180万元，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补贴额最高
不超过购机金额的30%，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年度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最高限额分别为40
万元和100万元。2018年我市市级财政补贴机
具共9类43种，已列入2018年中央和省级财政
补贴机具目录的，市级财政不再重复补贴。

截至11月底，我市共完成中央、省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418.353万元，补贴机具233台，受益
农户 115 人。完成启东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58.8158万元，补贴机具1745台，受益农户545
人。其中新增大中型拖拉机45台，联合收割机6
台，秸秆还田机14台，高效植保机33台。

（黄燕鸣）

本报通讯员 吴卫卫

12月3日，原设于幸福二村社区9号
楼东侧通往花园路菜场路口的路障被拆
除。说起这件事，要归功于“支部书记工作
室”的叶建书记。

幸福二村属于老小区，老年居民很
多。一段时间，9号楼东侧的通道口被封
闭，给居民们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叶建
书记知道这件事后，便多方奔走，积极向
市政府、交警大队等部门反映。经过多次
协调，此处路段恢复了原样。

“支部书记工作室”是幸福二村党委做
好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的“前哨站”，是激发
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先锋岗”。成立3年来，共
为社区收集社情民意325条，调解矛盾纠纷
82起，开展各类党员志愿服务52次，扎扎实
实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巡民情，不弃微末
始建于1985年9月的幸福二村社区

党委，目前拥有党员280名，建有3个党支
部，13个党小组。社区内65岁以上的党员
占比74%。为充分发挥支部书记、老党员
在收集社情民意、调解矛盾纠纷、党员志
愿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社区党委于2015年
6月成立了党建项目——支部书记工作
室。自此，每天安排一名支部书记在社区
内巡查，将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及时记录在
册。“34号楼东侧有一大堆建筑垃圾，需联
系环卫部门清理。”“55号楼底楼有人养
鸡，需联系户主进行处理……”“支部书记
工作室”的值班记载本上，密密麻麻地记
满了支部书记在巡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社
情民意，哪怕再微小的事情，只要是对居
民正常生活有影响的，支部书记都会认真
收集、梳理，并及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
理。去年6月，叶建在巡查中发现32号楼
前后的场地凹凸不平，一到雨天就积水严
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出行。他及时将这
一情况做好记录，并向社区党委进行了反

映。社区了解情况后，立即与住建局等部
门取得联系，递交了需要维修路面的申请
报告。3个月后，住建局就派工程队将该场
地改造一新。居民们看到平整一新的场
地，无不拍手叫好。

听民声，不拘一格
“支部书记工作室”做事十分认真，实

行支部书记轮值制度，将每周五定为“支
部书记接待日”。每逢周五，值班的支部书
记在社区工作室内开门纳谏，“坐诊”接
访，把脉民需。其余时间，值班的支部书记
每天在社区内走访了解情况，也常去居民
家坐坐，通过拉家常倾听居民最真的声
音。去年年初，王斌书记在居委会前小花
园里遇到正在健身的沈大妈，聊天中，沈
大妈向王斌抱怨自己居住的公安局宿舍
区后面的小花园内缺少健身器材，平时只
能到好几百米远的这边健身。王斌听到这
个信息后，将情况登记在册并向社区作了
反映。社区党委及时召开民情分析会，听

取多方意见后对该小花园进行了改造，并
增设了健身器材，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啧啧
称赞。

解民忧，组团聚力
人多力量大，滴水汇江海。为扎实开

展好志愿服务，“支部书记工作室”在全体
党员中发起自愿认领“公益岗”活动，党员
根据自己的特长报名参加“公益岗”，并根
据岗位进行“组团”，把原来的党员单一
志愿服务改为团队协作。今年4月，家住
41号楼的空巢老人于婧奶奶不小心摔断
了腿，“支部书记工作室”了解情况后，
及时组织志愿者上门开展服务——倪亚
兰书记把党课课堂搬进了她家，郭玉英阿
姨为其买菜、整理家务、陪她聊天解闷，退
休的冯坚医生为她上门检查身体、指导用
药……

“支部书记工作室”以公益志愿服务
凝聚人心，得到了广大居民群众的认可与
好评。

幸福二村社区“支部书记工作室”巡民情、听民声、解民忧，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

党建“前哨站”为民“先锋岗”

本报讯 近日，市委书记王晓斌率队
赴汇龙镇、启东经济开发区专题调研。王
晓斌强调，两地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坚持高点定位、强化责任担当，实现各项
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市领导葛志娟、顾云
峰、孙建忠等参加调研。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龙头。王晓
斌一行实地调研了贯森新材料、爱普车
辆、药明康德研发中心、艾力斯生物医药、
雅威科技等重点企业。贯森新材料主要生
产新型合金材料，是美国苹果、绿点等公
司材料供应商。王晓斌对企业的创新研发
表示赞许，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不断
扩大市场份额。在爱普车辆，王晓斌详细
询问企业发展情况，要求企业借助品牌效
应，不断做大做强。药明康德和艾力斯是
我市重点生物医药企业，他勉励企业发挥
技术研发优势，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早日

投产达效。雅威科技专业生产民用、商用、
工业用各种系列空气净化设备，王晓斌要
求企业加大设备投入，提高生产能力，不
断做大品牌、做强市场。调研途中，王晓斌
要求区镇和相关部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市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全
程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壮大。

保障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王晓斌先后来到汇龙镇城北村、永
阳集镇、紫薇西路、富源路、凯洪家园等
地，细致察看黑臭水体治理、集镇环境整
治、农村污水处理、小区环境卫生等情况，
他指出，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
容，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建立长效，为
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教育工作
是百姓关注的热点，王晓斌来到北上海幼
儿园，对校园的教育环境、教学管理给予

充分肯定，要求相关部门再接再厉，全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在调研座谈会上，两地主要负责人汇
报了发展思路、重点工作等有关情况。王
晓斌充分肯定两地今年以来的工作，指出
两地目标定位不断明晰，经济实力不断提
升，城市形象不断改善，发展活力不断增
强，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就做好下阶段工
作，王晓斌强调，要坚持高点定位与规划
引领协同，进一步对标定向、提升标杆。汇
龙镇要围绕完善城市功能、做优城市形
象、提升城市内涵的要求，建成具有更高
品质、更有幸福感的宜居宜业城市；开发
区要坚定不移瞄准国家级开发区目标定
位，全力挺进南通各开发区项目建设第一
方阵。要坚持产业为本与项目为王并重，
进一步招大引强、提升能级。汇龙镇要聚
焦现代服务业发展，全力做好产业谋划和

项目招引工作，为全市服务业做大总量、
勇挑大梁；开发区要聚焦现代制造业发
展，全力推进重特大项目招引、建设和保
障工作，为全市经济发展提升份额、作出
贡献。要坚持精心建设与精致管理同步，
进一步优化功能、提升内涵。加快老城区
功能优化和新城区提质建设步伐，切实抓
好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要坚持补齐短板与打造亮点并
举，进一步强化攻坚、提升形象。要系统推
进以水环境整治为核心的城乡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在散乱污企业治理、废品收购
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方面持续用力、务
求实效。同时，要及早谋划好明年工作，一
着不让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实
事、巡视巡察整改、从严治党等其他各项
工作，努力实现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钱爱仁）

市领导赴汇龙镇、开发区专题调研
要求两地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高点定位、强化责任担当，实现各

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