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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护理举办主题管理培训
本报讯 日前，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在

启东经济开发区举办《可复制的领导力》
护士长主题管理培训开班典礼。本次活动
由樊登读书会、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办，
开发区管委会协办。整个培训期间，护士
长观看了培训视频，并做了课后测评卷，
学习效果良好。

（樊登）

设计最优流程
配强帮办队伍
市行政审批局精准服务

助推项目落地
本报讯 为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助推高质发展

新突破，市行政审批局充分发挥行政审批相对集
中的资源优势，把审批服务工作做到一线，多举措
精准服务助推产业项目落地生根。

实行“点单式”精准服务。多渠道、多方式第一
时间获取项目信息，针对性组建服务团队，为项目
设计最优审批流程路径，进行前后审批环节衔接
指导，测算最短审批时限。

深化代帮办主动服务。固化配强代办帮办员
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提升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加强“保姆式”协同服务。积极协调内部审批与
外部审批、审批部门与中介机构、常规审批与提前
介入的关系，在项目对接、项目协调、项目审批过
程中充分发挥审批资源优势，提高项目服务质量
和效率。 （赵旭）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和《中共启东市委关于加强市
委巡察工作的实施意见》，经市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2019
年 3 月中旬至 2019 年 5 月中旬，市
委第一巡察组对教育后勤服务中
心开展巡察，市委第二巡察组对行
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及科协开展
巡察，市委第三巡察组对高标准农
田项目开展专项巡察，对北新镇介
英村、永安村、三和村、北新村、富
民村、灯杆村、振兴村、轶昌村、邦
道村，寅阳镇临海桥村、和合镇村、
益成村、白港村、常乐村、洪飞村，
吕四港镇闸河村、天汾镇村、如意
村、南星桥村、太阳庙村、十甲村、
三甲村、边防村，王鲍镇松桥村、义
南村、中施村、长安村、聚星村、久
西村、庙桥村等30个行政村开展提
级巡察。

此次巡察的重点是：围绕党的
政治建设，重点检查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围绕党的

思想建设，重点检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情况；围绕党的组织建设，重点检
查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
况；围绕党的作风建设，重点检查
整治“四风”问题情况；围绕党的纪
律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纪执行情
况；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加强
对巡察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委各巡察组在驻点巡察期间
接受信访举报，设置巡察举报箱和
举报电话。第一巡察组举报电话：
18112276556；第二巡察组举报电
话：18115827900；第三巡察组举报
电 话 ：18115838058、18115827600、
15370627106。

信件举报地址：启东市行政中
心 213 室（市委巡察办），邮编：
226200。

中共启东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19年3月13日

十三届市委第十一轮
巡察公告

本周理财发行计划

好消息，耳朵嗡嗡响，耳朵听不清等，耳朵不
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有福了，全国连锁耳健康服务
机构——邦尔通耳聪馆专业舒耳法越来越火了！
每天来邦尔通的顾客如此之多，还要归功于邦尔
通耳聪馆“三维一体”舒耳法。

爱心涌动，惠及全城！邦尔通舒耳大赠送开
始啦！

即日起凡60岁以上耳朵不舒服者，均可到邦
尔通耳聪馆领取价值328元的爱心舒耳卡一张，
每天仅限30张，送完为止！

关爱广大耳聋耳鸣顾客，值此邦尔通耳聪馆
汇龙店开业之际，邦尔通厂家研发老师3月23
日、24日、25日亲临启东，为顾客朋友免费检测，
免费咨询，免费体验。届时到店均能免费领取48
元的九防健步袜一双，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邦尔通耳聪馆汇龙店地址：公园中路438号
16门面（世纪联华向南200米）

乘车路线：公交106、109宝岛花园站下车即
到

咨询电话：8384 8222

热烈祝贺耳健康服务机构
邦尔通耳聪馆入驻启东

顾希玉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张，金额
共计9825.72元（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3
月2日南京市江宁医院，发票号：4709751），现声
明作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遗失
启事

保本理财产品 ★明星产品推荐★ （注：所有产品要素以理财产品说明为准）
产品名称

宝溢融B3个人
宝溢融B6个人
宝溢融B0个人

天天开鑫（任意工作日9：00-15:00购买或赎回）
精选非保本理财产品 ★明星产品推荐★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聚溢融C1

聚溢融C2

融达1号-3月A款

聚溢融C3

融达1号-6月A款

聚溢融C6

聚溢融C0

融汇现金1号（任意工作日9：00-15:00购买或赎回）
财富类客户 非保本理财产品★ 江苏银行尊贵体验★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财溢融C1

财溢融C2

财溢融C3

财溢融C6

财溢融C0

★大额存单：20万起，1年期2.28%，3年期4.18%；
★按月付息型大额存单：30万起3年期4.18%；20万起5年期4.18%；保本保息，每月付息！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本金100%安全！当天计息！5万起存，1000元递增！1年期，年化利率最高4.05%，最低2.0%；
★江苏银行信用贷款新客户专享：金e融消费贷4.98%起！！！

江苏银行地址：和平中路800号(景都小区东门) /江海中路621号 联系电话：15962827107,18362121827

版本
薪溢宝
尊享
同享
尊享

尊享
新客

尊享
养老(50周岁以上)

公益
尊享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新客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高净值（100万资产）★
私人银行（600万资产）

募集期
3.20-3.26
3.21-3.27
3.22-3.28

募集期

3.18-3.24

3.19-3.25

3.14-3.20

3.20-3.26

3.15-3.21

3.21-3.27

3.22-3.28

3.18-3.24

3.19-3.25

3.20-3.26

3.21-3.27

3.22-3.28

起息日
3.27
3.28
3.29

起息日

3.25

3.26

3.21

3.27

3.22

3.28

3.29

3.25

3.26

3.27

3.28

3.29

到期日
2019.6.26
2019.9.26
2020.3.27

到期日

2019.4.29

2019.5.28

2019.6.19

2019.6.26

2019.9.19

2019.9.26

2020.3.27

2019.4.29

2019.5.28

2019.6.26

2019.9.26

2020.3.27

期限
91
182
364
开放式

期限

35

63

91

182

364

开放式

35

63

91

182

364

起售金额
5万
5万
5万
5万

起售金额
5
20
5
20
1
20
5
1
20
10
5
20
5万

20
100
20
100
20
200
100
20
100
20
100

预期年化收益率
3.85%
3.85%
3.95%

1.7-4.0%

预期年化收益率
4.30%
4.10%
4.10%
4.15%
4.23%
4.20%
4.55%
4.32%
4.30%
4.35%
4.37%
4.42%

4.0%-4.5%

4.15%
4.35%
4.20%
4.40%
4.25%
4.65%
4.45%
4.35%
4.55%
4.47%
4.67%

交警为企业新员工上安全课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

区二中队民警来到辖区韩华新能源培训
中心，为新报到的员工上交通安全课。

针对韩华新源能员工多，人员流量
大、大型车辆进出厂区较多的现状，每到
录用新员工时，民警都会向新员工宣传交
通安全知识，提醒新员工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培训中，民警深入剖析了各类事故原
因，要求驾驶员把好方向盘，平安出行。

（朱俊俊 蔡德胜）

精准有力提升
法律服务水平
南通市委政法委来启调

研开发区法治建设工作
本报讯 3月12日上午，南通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殷蓓率队来启，专题调研启东经济开发区法治
建设工作。

近年来，启东经济开发区健全工作责任清单
和企业需求清单“双清单”机制，采取法律服务“点
菜式”模式，进一步强化法治宣传工作，组织安全
生产、消防等专业部门“全方位”“零距离”为企业
提供精准服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治惠
企活动。

殷蓓一行来到乾朔电子法治惠企志愿者联盟
工作站，听取企业负责人的介绍，观看《法治惠企
润东疆》汇报片，并参观企业职工之家、法治沙龙
活动室。殷蓓要求，开发区要以乾朔电子法治惠企
志愿者联盟工作站为示范点，进一步打造培育更
多的法治惠企工作站，以更精准的指向、更多元的
方式、更丰富的载体，为广大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法
治服务，真正惠及企业惠及员工。

（范存娟 夏辉）

房屋征收人员接受上岗培训
本报讯 3月15日，市房屋征收管理

办公室分两批对2019年房屋征收服务
（评估）新进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培训。

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了上岗测试。征
收办对测试合格的人员经审核后核发房
屋征收服务（评估）工作人员上岗证。目
前，我市征收公司有持证人员461人，评
估公司有持证人员53人。今后，房屋征收
服务（评估）工作人员在入户洽谈协商时
均须亮证上岗。 （薛暮珺）

市环保局集中
夜查化工企业
检查减排和在线监控运

行情况
本报讯 日前，市环保局组织工作人员对滨江

精细化工园开展集中夜查活动。
执法车辆与检测车辆进入园区，首先奔赴江

堤处的几个巡查点观测当晚风向、嗅觉感官园区
气味，以便确定重点检查企业。沿着江堤巡查完
后，执法人员深入企业内部，检查减排和在线监控
运行情况，并进行现场取样。同时召集企业负责人
现场了解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加强自我排查、自我
管理，落实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李朱雳）

本报讯 阳春三月，江苏嘉仕有机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区，白菜、青菜等
农作物长势喜人。嘉仕公司去年成立了方
智远院士工作站，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方智远院士团队，重点培育
甘蓝、白菜、黄瓜、番茄等新品种。

嘉仕公司是我市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成功范例。我市通过参
加竞争性立项，被列为中央财政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获得试点县项目
后，市农业农村局围绕产业融合发展的目
标，加强政策和制度建设，明确政策支持
重点，增强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有效
性。

农业生产关键靠专业人才。我市围绕
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

人培育、技术装备水平提升等方面，加大
支持力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支持鼓励农民工返
乡、能人下乡创业创新，积极引导科技人
才、管理人才参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整体人力资源水平。

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土地流转办
法，完善了市、镇、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体
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2018
年，在市级平台上共流转土地13000多
亩。项目所在区的北新、惠萍两镇，全年新
增土地流转面积共2700多亩，基本上都
种植四青作物。

在此基础上，我市全面拓展农业多重
功能，提升技术、信息、管理等要素催化能
力，充分挖掘农业农村资源的价值优势，

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饮食民俗、文化传
承、教育体验、健康养生等产业的嫁接融
合。通过项目实施，启隆镇形成了集都市
农业、生态养老、休闲旅游于一体的产业
集聚区，北新镇、惠萍镇形成了以四青作
物加工为主的产业链，全市特色优势产业
不断做强做大，以“农业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模式的产业化联合体应运
而生。

这两天，南通恒昌隆有限公司加快冷
库改造升级工程建设。“再过一个月就能
改造完毕，届时正值青蚕豆上市，方便公
司收购加工储存。”公司现场管理黄亚洲
介绍。作为我市知名的农产品加工企业，
恒昌隆食品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形式，与8000多农户签订了种

植及收购协议，收购价高出市场价5%~
10%。

试点县项目的实施，也催生了农业科
技创新平台的产生。围绕建设“优质、高
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产业定位，我
市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我们公司还成立了
南京农业大学研发中心，获得两项蚕豆发
明专利。”黄亚洲介绍，这两种蚕豆具备大
粒、抗病、高产、新品种等特点，市场效益
非常明显。 （黄燕鸣）

文汇新村组织居民排练舞蹈
本报讯 日前，文汇新村“开心健身

队”走进社区，组织居民排练舞蹈。在带队
老师的指导下，社区居民四人一行整齐排
开，学习基本动作，跟随领队舞动起来。

近年来，体育舞蹈深受大家喜欢，社
区百姓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在音乐中舞出活力，助
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陈春华）

3月15日，汇龙镇圩南村高标准农田平整接近尾声。该村去年共流转土地850亩，
涉及15个村民小组。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将由江苏嘉仕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规
划种植高效益蔬果。 郁卫兵摄

我市全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1+1+1＞3

本报讯 党员冬训活动启动以来，
长龙三村社区党支部扎实开展集中学
习和主题实践活动，不断创新活动内
容、形式，优化冬训载体，先后开展了专
题学习、文化传承、志愿服务等系列特
色冬训活动。

社区党支部用“五福大礼包”拉开
了本次冬训活动的序幕。收到“健康福”
的居民，邀请其参加健康知识讲座，奉
上“十全大补汤”。请专业的医疗人员向
社区群众讲解急救技术及“心肺复苏”
基本技能。收到“文化福”的居民，春节
期间同社区邀请的专业人士一起挥洒

笔墨，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魅
力。收到“学习福”的居民，一起加入“学
习强国”队伍，党员志愿者手把手教大
家学习“学习强国”，让冬训有声有色。
收到“志愿福”的居民，社区组织大家一
起奉献爱心。组织大家捡拾漂浮垃圾，
加强对垃圾桶周边环境的管理力度，及
时清理暴露垃圾，让社区重新回归整
洁。收到“温暖福”的居民，社区工作人
员上门进行“冬日暖阳”送温暖慰问活
动，为他们送上米、油、坚果等生活用品
和食品。鼓励他们敢于面对生活，正视
困难，保持乐观良好的心态，让居民感

受到社区的关爱。
据介绍，长龙三村社区党支部将继

续创新党员冬训内容和形式，提高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社区党员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严以律已，率先垂
范，争做合格党员，齐心协力做好社
区各项工作。同时，加强社区工作人
员管理，教育大家廉洁奉公，进一步
改进社区干部的工作作风。在实际工
作中，及时向群众宣传相关政策，增
强工作透明度，以取得广大居民的支
持与配合。

（张琼丹）

长龙三村社区开展系列特色党员冬训活动

“五福礼包”送上门

建高标田建高标田
谋高效益谋高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