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范存娟 通讯员 施燕燕

5月16日晚，龚万钫与定居甘肃的
儿子通电话。电话中，龚万钫再一次与儿
子约定，等6月份孙子高考结束，一定要
回启东一趟，把《无偿捐献遗体志愿申请
书》上直系亲属一栏的字签了。

龚万钫今年81岁，退休教师，汇龙
镇正诗村人，2个女儿和1个儿子都在外
地工作，2017年8月入住圩北老年关爱
之家。此前，她去上海的女儿家时，在公
共汽车上第一次听人说起有无偿捐献遗
体这种事，当即萌生了要捐献的想法，

“百年后烧了什么都没有了，把遗体捐出
来，对社会还有贡献。”

此后，龚万钫逢人便打听如何办理
相关手续，但没人能说得清，而且在听了
她的想法后纷纷劝她：“不要七想八想，
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儿女们也说：

“不要瞎想，没有这种事的。”但拿定主意
的龚万钫没有丝毫动摇，最终，通过在一
医院工作的小辈，获知办理相关手续要
到当地的红十字会。

龚万钫想着自己可以先骑自行车到
圩角集镇，再坐106路公交车，到了汇龙
镇再打听怎么到市红十字会办手续。没
想到好事多磨，去年3月，龚万钫因腰痛
卧床休息了1个月，此后又出现了脚肿，
却一直查不出病因。当年8月，在确诊患
贲门癌后，龚万钫决定在上海中山医院
动手术。手术前，她拉着医生的手说还有
一件事没办好，能不能在手术前先把无
偿捐献遗体的手续办了？医生告诉她，就
要动手术了，现在办肯定来不及。儿女们
也劝她等身体好了再说。

手术很顺利，经过几个月的调理，龚
万钫身体恢复得不错。回到圩北老年关
爱之家的她便想着要完成此前的心愿。
她多次找到关爱之家负责人盛叶红，恳
请她能帮忙完成这个心愿。3月5日，盛
叶红开车载着龚万钫来到市红十字会，
领取了《无偿捐献遗体志愿申请书》，并
填写好了相关内容。领取表格后的当晚，
龚万钫打电话其儿女告知了此事，儿女
们说：“既然您主意已定，我们也只有支
持。”5月2日，回家看望母亲的两个女儿
在申请书签了字。“现在就等儿子下个月
回来签字了。”龚万钫说。

龚万钫的事在关爱之家的老人们心
中激起阵阵涟漪，许多老人虽不理解，但很钦佩，“这
种事常人很难做到。”用盛叶红的话来说，这与龚万
钫出身英雄家庭不无关系。龚万钫的姐姐是英烈龚
万英，当年，她为掩护队友被捕，受尽折磨，但坚贞不
屈，1948年4月5日壮烈牺牲，年仅24岁。

记者感言：
龚万钫很乐观，也很健谈。说起无偿捐献遗体的事，

她说这是好事，希望最终能实现。她说，自己的姐姐牺牲
那年，她才10岁，却一直记得姐姐受尽折磨后壮烈牺
牲。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姐姐她们用鲜血换来的，理应倍
加珍惜。自己只是想尽绵薄之力，为社会作一点贡献。记
者感动于她的想法，更钦佩于她的行为。虽然后面还存
在不确定因素，但龚老迈出的这一步，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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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7日上午，城区公共区
域拆违工作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记者走
进香榭水岸社区，看到一部分工作人员
爬上高处，用电钻将铁皮棚上的螺丝撬
出，再将铁皮扯下。另一部分工作人员在
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

市控违办现场指挥陆永健告诉记者：

“今天要拆除城河新村、香榭水岸余下的
40多户违建，同时完成和平路、建材街、
物流街沿街门面的拆违任务。”

香榭水岸150号楼，住户黄振东多
年前在自家房前空地上搭建了一个20
平方米的彩钢房用于放置杂物。在楼
前，记者看到，10多名施工人员一起上
阵，拧螺丝、电焊切割、拆彩钢板，大约
20分钟便将这处违建拆除完毕，并将彩
钢板、铁支架等运出现场。

“刚开始接到拆违通知，我们有过

抱怨和不满，经过社区干部多次劝解
教育，我们也想通了，准备自行拆除搭
建的彩钢房，但毕竟我们夫妻俩年纪大
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几天，我们提前
将堆放的杂物清理掉了，就等今天工作
人员过来帮拆。”看到自家屋前的违建
被拆除，黄振东开心地说：“喏，你瞧瞧，
拆了以后，眼前干净了很多，屋里也亮
堂了。”

路过的市民对于此次拆违行动拍手
称好。市民茅燕玲告诉记者：“我就住在香

榭水岸小区，一直以来，小区里少数居民
为了贪图方便，在绿化用地和公共通道
上搭建了彩钢房，导致小区停车难、环境
乱、空间拥挤。对于拆违工作，我是大力支
持，只有拆除了违建，才能打通消防通道，
重现舒适的生活环境，我们都盼望着自
己居住的小区越来越美丽。”

据了解，自5月16日开始集中拆除
城区公共区域违法建设，至19日下午5
时，共拆除 277 处违法建设，面积达
5252.95平方米。 （陈天灵）

城区公共区域拆违工作如火如荼

4天拆除277处违建

本报讯 5月 11日，市委召开常委
会，今年是我市“重特大项目落实年”，市
委明确，将不断创新招商体制机制，全面
落实挂钩联系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等制
度，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
产，确保完成“双过半”目标。

今年年初，我市立下了2019年招商
引资“军令状”：全市签约、注册总投资10
亿元（1亿美元）以上产业项目不少于20
个，实际利用外资不少于3.5亿美元，引
进“世界500强或知名跨国公司”投资项
目4个左右。

一季度我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
生产总值增幅位列南通九县（市、区）第三，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位列九县（市、区）第
一，进出口总额增幅位列九县（市、区）第
二，工业用电量增幅位列九县（市、区）第
二；在一季度南通“四个全面”抓落实、“追
赶超越”争标兵发展评估中位列第一。

依托产业链招商是最有效的招商途
径。全市上下精准发力，开展产业链招

商，围绕生命健康、海工装备、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始终紧盯世界500
强、国内100强、大型央企和知名民企，着
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
龙头项目和配套企业。

按照“一城三区”总体布局，我市建立
大平台招商架构，分别组建生命健康科技
城招商组、启东经济开发区（沿江）招商组、
吕四港协同发展区（沿海）招商组、长江口
旅游度假区招商组，同时围绕全市重点发
展的产业，由各大园区平台建立十个产业
招商分局，并整合市招商局力量，建立北
京、深圳、上海浦东、上海浦西以及境外（外
资）五个区域招商分局，以北京、上海、深圳
为重点，拓展覆盖周边重点城市。

我市注重协调推进，确保一批重大
招商项目尽快取得突破。组建成立了由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指挥的全市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大会战办公室，全力
抓服务、优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
一步畅通项目审批、建设和竣工各个环

节的“绿色通道”，全面优化审批流程、压
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落实帮办代
办制，不断提升服务便捷度和覆盖面。

对投资额10亿元以上的重特大项
目，完善重大项目全程跟进机制，坚持重
特大项目市领导挂钩推进制度，切实做
到“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跟
到底”。每半月更新项目对接情况，梳理
协调遇到的相关问题，市主要领导每月
专题听取招商推进情况，挂帅领导定期
研究分析招商工作进展。

生命健康科技产业是我市重点打造
的主导产业，依托北大生科院华东产业
研究院、绿地生命健康科技园等平台，我
市围绕医药研发、制剂生产、医疗器械以
及生活消费品等产业项目招商引资，目
前集聚了复旦生命健康科技园、
北大生科、药明康德、盖天力药
业等一批重特大项目。

4月22日至28日，我市经
贸代表团赴宝岛台湾，围绕生命

健康、半导体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精准
招商。截至目前，我市今年引进总投资10
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11个，已经形成了

“在谈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
批”的重特大项目滚动开发格局。

今年以来，我市一批重特大项目推
进顺利，列入省重大项目有4个，分别为
盖天力制药、华峰水性超纤、中国供销农
产品物流基地、长泰龙湾文旅项目，计划
总投资145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24
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9亿元，超序时
进度12.5个百分点；列入南通市“双百
工程”项目共22个，计划总投资291.2
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92.25亿元，目
前已完成投资34.69亿元，超序时进度
12.7个百分点。 （黄海）

秸秆机械化还田
实行定额补助
每亩补助标准为20元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为了
扎实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今年，我市将继续对
三麦和水稻的机械化还田作业实行定额补助，每亩
标准为20元。

去年，全市完成小麦、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
18.96万亩，总还田率83%，超额完成了省市下达的目
标任务。今年我市将继续对三麦和水稻的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实行定额补助，直接补助给按作业标准实施
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土地已流转或者
交给“全托管”、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从事稻麦种植
的，补助给土地流转或者“全托管”、家庭农场等经营
主体。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标准为每亩20元，通
过验收的还田面积大于省计划面积的，超过部分全额
由市财政补贴，补助标准不变，做到应补尽补。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享受秸秆机械化
还田作业补助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实施秸秆机
械化还田前，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自愿申领填报机械
化还田作业政策告知书、作业确认单和农户清册表
样；二是按照作业技术路线和标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
田作业；三是在秸秆还田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填报
秸秆还田作业补助确认表、资金申请表和农户清册等
表格，如实申报作业面积和补助资金，主动接受核查
和公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程序的，才可享受秸
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 （黄燕鸣 徐荣）

本报讯 5月20日，阳光明媚。长期
生活在外地的建都新村82号楼居民陆
令菊特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参与社区拆
违工作。“老邻居微信上给我发来照片，
看到好多党员干部在带头自拆违建，我
可不能落后。”陆令菊边说边在自建的
彩钢房里收拾杂物，忙得满头大汗。

建都新村社区内有块绿化用地，附
近居民为图方便，纷纷在此搭建彩钢
房，用以存放杂物和车辆。这也由此大
大降低了小区“颜值”，还占据了其他居
民的活动场地，因为都是街坊邻居，大
家往往敢怒不敢言。

5年前，81号楼的龚允辉看着周边
很多居民都在那里搭建彩钢房，便也跟

风搭了个5平方米的小彩钢房，“因为住
房面积小，一家五口人很是拥挤，所以
才跟风搭了个棚子，放放车辆和杂物。”

龚允辉是个退伍志愿兵，也是位老
党员。前几年，他身患重病，一直在家休
养。今年5月初，建都新村社区居委会上
门发放违建告知单，宣传拆违事宜，紧
接着，“拆”字全面上墙，这让龚允辉看
在眼里，愧在心里。“其实我很早就想拆
了，但因身体不好，就一直拖着没拆。”
龚允辉说。

刚开始，小区里响应的人寥寥无
几。“我们都明白私自搭建不对，但是大
家都不动手，先看看再说。”居民们的口
径出奇的一致。而这些话传到龚允辉耳

中却感到格外刺耳，“我是个党员，跟着
群众一起搭了违建，本身就不对。”龚允
辉话语中满是羞愧，“在关键时刻党员
干部以身作则，起好带头作用，这既是
责任也是义务。”

5月8日一大早，龚允辉就拿着工具
自行拆除绿地上的彩钢房。“家人平时
都忙，我实在是一刻都不想等了，虽然
当时我脚上还插着针管，但我就想早点
动手，哪怕别人花半天时间，我就花一
天，一天不行两天，总能拆完。” 龚允
辉语气格外坚定。同楼的施振超看到
龚允辉开始自拆违建了，很是惊讶：

“龚师傅，你身体不好，还自己动手拆
啊。”“早晚要拆，让他们跑来跑去做

工作，面子上挂不住啊。”龚允辉一边
说一边干。施振超被龚允辉感染了，
二话不说，也开始拆除自家搭建的彩
钢房。两个人互帮互助，一天时间，
两家的违建就拆得差不多了。

同样，建都新村61号楼104、105的
施惠德、施永新都是党员干部，先前他
们把自家车库的面积扩展了2平方米，
放放杂物。接到居委会拆违的通知后，
两人立即自掏腰包，请工人还原了车库
原样。

这些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也感染
了周边邻居，建都新村涉拆居民纷纷加
入到自拆的行列中，截至目前，已有30
余家自拆完毕。 （茅晨华）

建都新村社区党员带头打响拆违攻坚战

一人自拆带动一片齐拆

围绕生命健康、海工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招商

我市形成重大项目滚动开发格局

5月20日，城河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合
力拆除一处沿街违法建设。当天，南北城区
累计拆除60处违法建设，面积602.98平方
米。 潘杨 茅晨华摄

重拳拆违
持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