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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大意丢背包
乘务见钱不动心
本报讯 近日，市民周女士乘坐公交车时，不慎

将装有身份证、手机、现金等财物的背包遗忘在公交
车上，这只背包被启东飞鹤公交公司乘务员王金美捡
到后物归原主。

当天上午，周女士带着孙女乘坐启东飞鹤公
交223路从总站开往兴垦的公交车。当公交车行驶
至人民桥站时，周女士只顾拉着其孙女匆忙下车，
把随身携带的背包忘在了座位上。

当公交车抵达总站，发现背包的乘务员王金
美第一时间把包交给办公室值班人员，周女士随
后赶到车站，得知自己的包没有丢失时，松了一口
气，并对王金美拾金不昧的举动表示感谢。周女士
称急着要送孙女去上早教课，下车时把包忘得一
干二净，当找手机时才想起落了包。包里有手机一
部、身份证一张、公交卡一张、儿童日常用品及850
元现金，工作人员在核实身份信息后，将包物归原
主。 （朱俊俊 范天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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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召开片区工
作例会，组织片区全体纪检干部集中学习《2019
年度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综合绩效考评实施办
法》（右图），要求辖区各区镇纪委围绕目标任务
强学习、重部署、抓落实，持续聚焦考核要求履
职尽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指出，《2019年度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综
合绩效考评实施办法》按工作职责对乡镇纪委、
职能部门实行分组考评，考评细则对各组别相
应履职任务实行细化分解，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和现实针对性，是做好辖区纪检监察工作的“指
挥棒”，辖区各区镇纪委要持续抓好学习，学深
弄通，联系实际深度思考，结合细则深入研究，
真正学出方法、举措和成效。

会议要求，辖区各区镇纪委要认真对照考
核细则，将重点工作任务逐条逐项分解细化，责
任到人，倒排时间进度，制定履职路线图，确保
各项考核指标的如期完成。各区镇纪委在完成
考核指标的基础上要在创新履职方式上下功
夫，逐步做实做细基层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涵
养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辖区各区镇纪委要严格按照综
合考评实施办法落实“三转”要求，归位主责主
业，强化专职专责。各区镇纪委要牢固树立辖区
考核工作“一盘棋”的理念，实行区域联动协作
机制，相互借势借力补短板，实现落实考核要求
由“单兵突击”向“集团推进”转变，整体推进基
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上水平。 （高海周）

近日，市交通局举办交通运输系统5·10
思廉日廉政专题党课，局全体党员干部、下
属单位、条管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
（左图）。

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有关
领导为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廉政教育培
训，并对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党纪党规知
识测试。会议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的重要
意义，在廉政的问题上，不存在功过相抵，
廉政问题没有大小之分。要求全系统广大党
员干部必须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坚定理想信

念，敢于担当作为，严守党纪法规，坚守行为
底线。

（派驻第十三纪检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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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第二巡察组通过严格
执行双底稿制度、规范资料档案
管理，进一步提升巡察规范化水
平，确保巡察工作经得起历史和
实践检验。

一是夯实工作实体。在实际
工作中，严格遵循事实，注重将
发现的事实情况和问题性质贯
穿体现到巡察工作全过程之中。
对于巡察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做
到认真核实、互相印证和反复核
实，力求细化、量化，保证底稿内
容来源的客观公正和有据可依，
为落实底稿制度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

二是做实巡察梳理。为提高
巡察报告问题底稿撰写的“含
金量”，强化底稿内容的运用价
值，在深度结合、共同讨论的
基础上，把每天巡察工作情况
及时记录，写好工作日志，真
实、完整地反映发现问题，客
观描述基本事实，准确表述问
题性质，让巡察过程清清楚
楚、一目了然，巡察内容力求
做到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
效防止问题定性不准、“乱扣帽
子”等情况。

三是规范档案管理。按照巡
察归档范围以及保管和利用要
求，每轮巡察按照序时进度，做
到边巡察边收
集，完整记录不
留遗漏。注重巡
察档案的安全性
和保密性，严格

执行档案移交双方签字备案
制度，强化保密和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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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瓶车违规被查
一女子掌掴民警

本报讯 5月15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近海中
队在市区人民路建设路口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集中
整治，电动自行车驾驶者黄某拒不配合执法，掌掴
辱骂民警。日前，黄某因阻碍执行公务被公安机关
执行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

当天17时15分许，近海交警中队民警在人民
路建设路口执勤时，发现一女子驾驶一辆电动自
行车由西向东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民警上前制止
她的违法行为，并向其核实身份信息。黄某拒不配
合，辱骂民警，并上前撕拉民警的衣领肩章，扇民
警耳光。在此过程中，民警的手指被抓伤出血。

（朱俊俊 施寨飞）

本报讯 5月13日，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在路面巡查时，在328国道启东
段、世纪大道、沿江公路等路段查获多辆
大型货运车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号牌，民警
当场责令违法驾驶员立即予以整改。

近期，交警大队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
现，部分大型货运车辆为躲避电子监控，
故意将车后号牌安装在车后底部靠上位
置，由于角度原因，导致监控无法抓拍到

其牌照。也有驾驶员故意不按规定安装后
防护设施以遮挡号牌，致使车辆牌照无法
被监控抓拍到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违法停车、随意超车变道、疲劳驾驶等
野蛮驾驶行为。这些违法行为严重扰乱了
道路通行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
危及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的人身安全，
存在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

民警发现上述违法行为的，当即要求

违法驾驶员或单位立即予以整改，对拒不
整改或事后恢复违法行为的驾驶员，公安
机关将依法对违法驾驶员处以罚款200
元记12分并降级的处罚。

在整治行动中，交警部门坚决做到“发
现一起，整改一起，教育一起”，切实减少大
货车安全隐患，遏制交通事故发生，确保群
众出行安全。交警部门提醒各位大货车司
机，要按照规定安装号牌，保持牌照清晰、

可识别，切莫以身试法，违法必究。
【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号牌应
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
故意遮挡、污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机动车
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
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
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
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该端正并保
持清晰。”以及GA36-2014中华人民共和
国机动车号牌（国标）10.1（b）“前号牌安装
在机动车前端的中间或者偏右（按机动车
前进方向），后号牌安装在机动车后端的
中间或偏左，应不影响机动车安全行驶和
号牌的识别”。 （朱俊俊 钟小勇）

机动车号牌安装不规范

拒不整改将计分降级

本报讯 5月16日9点半，“家·印记”
名流影像馆内，工作人员忙前忙后为50
多岁的陈洪星及妻子免费拍摄婚纱照。原
来，这是我市肢残人协会举办的“助残日”
圆梦微心愿活动——为肢残人陈洪星圆
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心愿。

5月19日，是第29个全国助残日。5
月初，市肢协开始着手准备“圆梦微心愿
活动”，在微信群内征集基层肢残人的心
愿，从中筛选出3位实现他们的愿望。陈
洪星便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陈洪星结婚
30多年来，他的妻子一直默默地为家庭
付出，陈洪星很是感激，希望能补拍一次

婚纱照，给妻子一个惊喜。多年的愿望终
于实现了，穿着西装的陈洪星握着妻子的
手，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

随后，市肢协工作人员来到茅雄杰的
家里。茅雄杰为了方便上下班，在上班的公
司附近租了一间车库，车库里的灯坏了很
长时间，行动不便的他希望肢协帮忙换一
个灯泡。家住长龙二村的管海霞双腿有缺
陷，一直用双拐行走，因为身体一直不好，
她需要经常到上海、南通的医院去看病。借
助双拐行走十分不便。肢协特意给管海霞
送去了一辆轮椅，圆了她方便看病的梦想。

市肢协主席苏晓琳告诉记者，“助残
日”圆梦微心愿活动从去年开展以来，已
经帮助了很多基层肢残人。其中，9岁残
疾小女孩涵涵梦想能读书，城北幼儿园
认领了这个心愿，派出老师每周抽出3
小时，上门教她拼音和数学，整整一年，

从无间断。
市肢协还开展了“助梦行”活动。“助

梦行”有其特殊的含义：“助”——帮助残
疾人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

“梦”——帮助有条件、有能力、有梦想的
残疾人创业、就业；“行”——推进无障碍
建设，切实解决残疾人的出行问题。去年3
月，市肢协了解到，截瘫人士黄某为了节
省开支，把纸尿裤放在太阳底下曝晒以后
重复使用，导致感染。苏晓琳发动肢协会
员捐款1400元，安排距离黄某比较近的
陈女士代为购买纸尿裤。

苏晓琳说：“除了志愿者外，给肢残人
提供帮助的很多也是残疾人。虽然我们的
资金不多，但我们每次都会想办法让有限
的资金发挥最大价值。”家住海复镇的朱
某因脑中风导致身体残障、行动不便，孤
身一人无收入来源。肢协商议后，为朱某

包一次饺子。苏晓琳、高峰、施晶晶一行3
人来到朱某的家中，将包好的饺子塞满了
他的冰箱。“包饺子总共花了280元，都是
肢协人集资的，这些钱直接给朱大哥，并
不能解决他的实际困难。通过包饺子的形
式，不仅能解决他一周的吃饭问题，还能
鼓励他振作起来。”朱某看到前来帮助他
的人，都是肢体残疾人，深受感动。“我会
积极面对生活，以后我也要向你们一样帮
助别人。”朱某说。

“很多残疾人不愿意和外界交流，我
们肢协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残疾朋
友解放内心，勇于和外界交流，走出家门，
感受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苏晓琳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肢
残人，让肢残人融入社会，不
再孤独。 （朱雨杭）

（扫码看更多）

市肢残人协会举办“助残日”圆梦活动

一起点亮“微心愿”

5月19日是第9个“世界家庭医生日”。
当天，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三人民医院承
办的“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暨启东市
城市家庭医生签约启动仪式在人民公园广
场举行。

图为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发放家庭医生
宣传手册及健康教育资料，并为市民进行义
诊，提供健康指导。 潘杨摄

家庭医生
助力健康

本周桑拿天来了
气温直飙32℃

本报讯 虽然还没入夏，今天开始却已经像是
“桑拿天”了。经历了上周的阴雨天，本周天气终于
要彻彻底底放晴啦！我市气温将迅速上升，明天将
升至30℃，周四、周五将直飙32℃。与此同时，最低
气温也在不断攀升，将逐渐升至15℃以上。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以晴到多
云天气为主，26日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另外，本
周中后期气温将突破30℃，请大家注意防晒和补
水。本预报时段的平均气温在22℃左右（历史同期
平均气温21℃），最高气温在31℃左右，最低气温
在14℃左右。

今起三天具体天气情况：5月21日，晴转多
云，气温14～27℃，西南风3到4级；5月22日，晴
转多云，气温16～30℃，西南风3到4级；5月23
日，晴转多云，气温17～32℃。 （狄佳佳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