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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欣美

6月20日，农历五月十八，一阵热闹
的爆竹声在近海镇大圩村的一处两间五
芦头瓦房前响起，这户人家的主人是该村
2组村民吴正昌，今天是他妻子康复出院
的日子。

年过6旬的吴正昌迎着烟雾，踉跄地
走出来，眼泛泪光地说：“我老婆生病住院，
每一分钱都是靠亲戚、邻居给的，没有这些
好心人，我估计还在为医药费发愁呢！”

今年68岁的吴正昌是村里出了名的
困难户，妻子吴玉华先天残疾，儿子没有
固定工作，自己又患有痛风结石，四肢严

重变形。这些年，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一
直靠老吴干些零活来勉强维持生活。近年
来，吴正昌的身体大不如前，一家人的生
活越发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年5月，妻子吴玉
华在家里淘米时，不慎摔了一跤，去医院检
查后被告知是盆骨骨折。“医生说要准备5
万元的手术费，可是我连1万元也拿不
出。”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吴正昌抱着妻子
痛哭，“是我没能耐，没有照顾好你呀！”

同组村民施锦平是吴正昌家的常客，
他帮扶吴家已有好几年了。得知此事后，施
锦平决定：让老吴带着妻子在医院安心治
病，医药费由左邻右舍想办法解决。于是，
施锦平召集了同村的几名村民，希望大家
一起帮老吴渡过难关，大家纷纷赞同。

在施锦平的带头下，2组37户村民纷
纷慷慨解囊，多的四五千，少的三五百。以卖
蔬菜为生的张祖冲，家中经济条件也不太

好，但他硬是筹措了5000元；常年在外打工
的陈大康听说后，从工地上预支了1000元，
再三叮嘱乡邻一定要交到老吴手里；退休村
干部徐建新，妻子常年生病，他也硬是从牙
缝中挤出了2000元；隔壁村民组的杨炳如
把卖龙虾积攒的3000元如数掏了出来；更
有平时住在市区的同村退休教师陈素珍专
程赶到医院，留下了500元……

吴正昌妻子出院当天，东西两宅的邻
居买了烟花、鞭炮过来给他们庆祝，隔了
好几里地的朱建红特意请了一天假，买来
了水果、肉骨头。左邻右舍为他们准备了
寓意吉祥的蛋糕、寿桃、面条等物品，并用
方桌拼起了一条长长的生日宴席。

上午11点，庆祝宴会正式开始，大家
为吴正昌夫妇点燃生日蜡烛。在众人的祝
福中，老吴许下了美好的愿望后吹灭了蜡
烛。“我是困难户，没有钱。这次老婆看病，
全靠大家帮忙，4万多元是乡亲们和亲戚

朋友一起帮我凑的，我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了，感谢这些好心人啊……”老吴仔细地算
着每一笔账，摩挲着记账本上一个个有温
度的名字，夫妇俩双眼噙满泪水。

庆祝过后，大伙纷纷起身与老吴道
别。当看到大家起身离开时，老吴赶紧拿
起一张张已经写好的欠条：“这是欠条，我
已经署名了，以后一定慢慢地还给大家。”
然而，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接手……

众乡邻帮扶吴正昌夫妇的故事在本
报微信平台发布后，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大圩村结对企业江
苏康耐特光学有限公司慷慨解囊，近海镇派
出工作人员专程前来探望老吴一家，大圩村
村委会也表示会全力帮助这个摇摇欲坠的
家庭。来自社会各方的爱心不
断涌来，让这个濒临绝望的家
庭获得了“重生”。

（扫码看更多）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工信厅公示
2018年度江苏省“自主工业品牌五十
强”名单，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上榜。

作为中国阀门行业的骨干企业，江苏

神通阀门一直把品牌建设作为企业的一
项重点工作，不断深耕客户市场、聚焦创
新发展，并以稳定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服
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据了解，省“自主工业品牌五十强”评

选要求企业拥有在江苏首次注册、内生发
展、自我拥有的自主品牌；主要产品为省
名牌，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或江苏省著名商
标；主营业务突出，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
前茅，为省行业排头兵企业，市场覆盖面

广、占有率高；建立了品牌管理体系，品牌
竞争力强、品牌价值高；创新能力强，建有
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主要产品技术水
平高，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列为“自主工
业品牌五十强”宣传企业后，省政府新闻
办、省工信厅将组织相关力量，深入挖掘
企业在创新发展、品牌培育等方面的鲜活
故事，动员省内主流媒体，大力宣传企业
的好做法、好经验，展示江苏制造、江苏品
牌的良好形象。

（陈天灵）

省“自主工业品牌五十强”名单公示

江苏神通阀门入选榜单

本报记者 潘瑾瑾

“今天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待会我也
要赶去拆违现场。”6月24日上午，整理完
拆违相关台账资料，市城管局执法大队副
大队长、北城区执法中队队长沈张炜匆匆
出门坐上执法车。面对中队空空荡荡的办
公室，沈张炜表示这是常态：“人少但任务
吃紧，每个人都要连轴转。”

盯：摸排违建一个不漏
“小区拆违、规范占道经营、整治广告

牌、上门入户宣传，除此以外，还要配合各
部门完成相关工作。”沈张炜告诉记者：

“队里总共就15个人，很多队员都是从天
亮忙到天黑，一天要连着去好几个地方。”

6月7日早上五点，沈张炜早早地起
床，今天他要前往紫薇三村拆违现场。在
前期的摸排中，北城区中队了解到紫薇三
村光地面违建就有300多处。因为是老小
区，违建数量多，虽经过清查，大部分违建
已被纳入拆违名单，但也不排除在某些角
落，还有一些“隐身”违建，如果不进行精
准的摸排，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沈张
炜要求队员们“瞪大眼睛”，逐个片区、逐

条道路、逐个地块再次进行地毯式清查，
及时查漏补漏。

考虑到小区拆违任务重、时间紧，沈
张炜没来得及和家人说一声就出门了。而
当天，也正是他女儿参加高考的日子。走
出家门前，他打开了女儿的房门，看着女
儿熟睡的脸，轻轻地喊了声“加油”就转身
走了。沈张炜从去年开始就没休过一天假，
女儿的整个高三学年，他都没抽出时间接
送过她一回，“没办法，盯着工作就顾不上
她了。”说到这里，沈张炜感到非常愧疚。

钉：风吹日晒坚守现场
户外广告牌的整治一直是大家关注

的焦点。去年，当北城区中队在城北菜场
拆下全市第一个大型楼顶户外广告牌时，
我市户外广告牌整治的“第一枪”成功打
响。“户外广告牌都紧靠道路边，所以一旦
开工，就要全天‘钉’在那里，负责现场安
全，对拆下来的材料进行运输调度，以免影
响交通。”北城区执法中队队员黄鹏近期一
直奋战在户外广告牌整治第一线。入夏以
来天气炎热，黄鹏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泛红。

“这是皮肤晒伤脱皮后的状态。”黄鹏笑着
说，“已经脱掉两层皮了，现在痒得难受。”

由于长期在户外工作且不定时吃饭，
身体又处于极端劳累的状态，黄鹏不久前查
出消化道出血，被医生勒令住院。“医生说至
少需要住院半个月，我挂了3天水就出院
了，到现在都只能吃流食。”黄鹏憨笑着说
道，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瘦了近20斤。

北城区执法中队指导员顾峰告诉记
者，在大型户外广告牌的拆除过程中，有
的广告牌上有近30层的广告布，这些广
告布重逾2吨，都需要机械设备小心翼翼
地拆除，如若操作不当砸到路上，将会产
生极大的安全隐患。“这就要求队员们要
像钉‘钉子’一样时刻‘钉’在现场，一刻也
不能松懈，要等到彻底完成拆除后才能放
心地离开。”顾峰说。

叮：磨嘴皮子讲明道理
长兴街和长龙街是北城区相对繁华

的商业地区。以往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摆放
到路边的摊位，而如今的长兴街和长龙街
已改头换面，占道经营现象不复存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小区拆
违、整治占道经营或户外广告，每次行动
开始前，执法中队的队员们都要入户宣传
政策，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有时候，当

事人白天上班不在家，我们要等到晚上或
者双休日再去找他们。”顾峰说，“加班加
点，没有休息是常事。”

一开始，有的商户表示不理解：“我店
门前的地块就是属于我的，我想怎么摆摊
就怎么摆。”为此，城管中队的队员们只能
厚着脸皮一遍又一遍地上门讲明道理，向
广大商户表明政府坚决整治的决心。而对
于屡教不改的商户，也会对他们进行处
罚。“经过四五次处罚，这些商户自己都不
好意思了，主动把商品放到指定区域内。”

值得欣慰的是，整治占道经营和小区
拆违得到了商户和居民的普遍支持。据了
解，紫薇三村在执法中队行动开始前，有
70%的居民已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城管
队员几次三番来宣传动员，千叮咛万嘱
咐，让我们了解违建存在的安全隐患，我
们赶紧自己动手拆掉违建。”家住紫薇三
村的施洪斌说。

金融暖春总结会暨“金融连
心桥”帮企行动启动仪式举行

解决融资难题
扶持实体经济

本报讯 为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6月24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召开“‘走千企，送良策’金融暖春行动”总结会暨

“金融连心桥”帮企行动启动仪式。
“‘走千企，送良策’金融暖春行动”是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会同人行启东支行共同推进的一项应
对当前复杂严竣的经济形势，切实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专项金融服务活动。活动开展以来，
全市金融机构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进区镇、进企业，促融资、促发展”的

“双进双促”活动。全市231家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均
得到一对一的融资服务，其中146家企业完成授
信，企业融资获得率达63.2%。同时，建立了金融机
构与区镇挂连机制，各金融机构与挂钩区镇结对，
深入企业开展服务对接，全市各金融机构共计为
我市146家企业实现授信16.89亿元。

“金融连心桥”是我市成立金融服务党建联盟
后确定的联建品牌。由金融机构组建帮企服务队，
针对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为企业上门提供间接融
资与直接融资对接服务，并主动提供上市融资政
策信息、信贷产品等宣传与咨询服务，从而提升企
业融资的获得感。

启动仪式上，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了融资需
求对接。 （茅晨华）

盯 钉 叮
——一个城管中队的拆违“三字诀”

一张没有“债主”的欠条

又是一年荷开时，碧叶连天舞娇姿。6 月 23
日，紫薇公园今年最早的几株荷花已悄然绽放，
吸引众多游客、市民来嗅这第一缕荷香。

姜雨蒙 郁卫兵摄

荷花初绽
紫薇湖

我市举行首场市级信访
事项阳光评议会

信访工作全程
“晒”在阳光下

本报讯 6月21日下午，我市首场市级信访事
项阳光评议会在市综治中心举行。

本次评议会的主要内容是南阳镇宋某就退休
工资职级认定的疑问，通过宋某的现场陈述、相关
单位的政策解答和律师团的法律释疑，最终评议团
以4票支持，2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建议宋某停诉息
访。

据悉，我市从去年7月开始推行《启东市公开评
议信访事项实施办法（试行）》。信访事项评议制度，是
指市信访部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社会工作者代表等评议员组成信访评议团队，采
取公开评议会的形式，通过陈述、质证、辩论、质询、评
议和投票表决结果等程序对疑难信访事项处理意见
进行公开评议的制度。

信访评议制度通过聚合法律、道德、舆论、调
解等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疑难复杂信访事项的处
理，既能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提升政府公信
力，又能增强信访工作透明度，扩大群众知情权、
参与权，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信访问题化
解在基层。 （潘瑾瑾）

海复镇新增820只分类垃圾桶

实行垃圾分类
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 6月24日，家住海复镇均里村的吴丕
群趁着午睡前又翻了翻垃圾分类的小册子，这是
他最近的必修课。“现在村里垃圾桶多了，什么垃
圾应该扔在哪个垃圾桶，可是一门大学问。”吴老
伯说。

为进一步节约社会资源，改善人居环境，海复
镇购置了120升和 240升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共
820只。6月17日，这批分类垃圾桶全部投放到海
复镇的17个村和2个镇区。

在垃圾细分上，共可分为四类：其他垃圾，包
括剩饭剩菜、果皮、菜梗菜叶、废弃食品、残枝落
叶、卫生纸、尿不湿、烟头、陶瓷品、食品包装袋；有
害垃圾，包括充电电池、纽扣电池、蓄电池、温度
计、过期化妆品、过期药品、油漆桶、杀虫剂、消毒
剂、卫生室医用废弃物；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塑
料类、金属类、织物类、玻璃类垃圾；厨余垃圾，包
括厨房内产生的剩饭剩菜、果皮、菜梗菜叶等。海
复镇在村实行垃圾“三分类”，即其他垃圾、有害垃
圾和可回收垃圾，在镇区则实行垃圾“四分类”。

据悉，为更好地推广垃圾分类举措，海复镇
实行垃圾运收员岗位责任制，对分类垃圾实行规
范管理。同时，在村里开展清洁文明户评比活动，
让垃圾分类观念入脑入心。 （茅晨华 邱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