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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家园控违拆违推进有力
本报讯 近日，世纪家园社区对小区

所有违章搭建进行地毯式排查。
此次共排查到309起违法建设，对排

查到的违建现场进行喷拆和发放整治拆
违通知，动员违建户自行拆除违建。下一
步，社区将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保
障拆违工作顺利展开。（陈松英 施映竹）

6月23日，丁仓港路北延工程加紧施工。据了解，该路
段南起中央大道，北至通海大道，全长6.17公里，于2017
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50%的路面水稳铺设，预计
9月份竣工。 郁卫兵 倪燕摄

本报记者 黄欣美

这几天，市行政审批局督查科科长陆
红连忙着对第二季度的相关评比活动进
行汇总。“我们每季度搞一次红旗窗口、先
进科室、服务明星、优秀总值班、优秀导服
员等评比活动，推动打造素质高、本领强、
作风硬、形象好的政务服务队伍。”陆红连
说。

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局立足工作实
际，“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三措并举，
全局党员干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

设定“技能主线”，培养全能手
6月17日8时30分，启东市新城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前期部工作人员宋春
霞来到市行政审批局综合受理窗口，办理
立体停车场项目前期手续。“现在行政审批
局的办事效率让人叹为观止。”宋春霞说。

据悉，原先办理相关手续实行“二审
制”，一名工作人员一审后，另一名工作人
员进行二次审核，审核的内容各有侧重。

“一审到二审需要时间流转。如今将二审
变为一审，一个审批事项由一名工作人员
全部完成，减少了环节，也减少了审批时
限。”审批三科工作人员宋戈介绍，“这就

要求工作人员在审核中更加严谨、细致，
对专业能力要求更高。”

去年下半年，审批局设立综合预审窗
口，推出全能岗位培训，涉及4个科室17
个窗口49名工作人员。通过对全部业务
事项的专题培训，让每一个工作人员在熟
练掌握自己所负责审批事项的同时，全面
熟悉窗口其他业务。

近年来，行政审批局倡导“要想服务
好，首先要技能、业务精”的工作理念，对
待每一项业务做到“受理一手清，答复一
口清，告知一次清”的“三清服务”，对语言
技巧、沟通能力、礼仪举止、操作系统等进
行全面指导培训。同时，开展岗位大练兵，
使所有工作人员成为业务全能手。

筑牢“作风底线”，释放内生力
6月13日下午4时，行政审批局办公

室主任翟小华接收到一条微信，打开一
看，消息来自“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负责人
工作群。”“每天这个点，群里就会通报一
天巡查情况。这样的即时交流对于改进工
作作风很有帮助。”翟小华说。

每天开展日常巡查，是审批局改进工
作作风的必修课。“打铁必须自身硬。作为
窗口单位，更应该注重自身建设。巡查制
度将窗口工作人员的优质服务、高效办事

和遵守工作纪律等全方位展示出来，当然
有不好或不足的地方也会及时指出。”行
政审批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陈爱东道出
了活动的初衷，“开展这样的评比活动，比
传统形式上的书面交流效果要好，真正由

‘比作风’变成了‘改作风’。”
按照“围着需求转、服务赢点赞”的要

求，行政审批局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创新
服务方式，力求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坚
持大厅总值班制度，中心带班领导每天带
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下发通报，责令立
即整改。每季度开展“红旗窗口”“服务明
星”“先进科室”“优秀导办员”等先进典型
评比活动，充分发挥服务窗口先锋模范作
用，不断转变工作作风，优化服务质量，让
政务服务更实、更简、更快、更贴心。

镌深“业绩顶线”，激发服务力
日前，乡镇帮办代办服务团队成员张

斌就绿地健康科技产业园项目再次致电
市行政审批局。“16天！审批局这个速度真
的太让人惊讶，可谓进入‘高铁时代’了。”
张斌说，“有了施工许可证，项目才能顺利
推进。”

一般而言，从立项到发放施工许可证，
大约需要30个工作日。绿地健康科技产业
园项目是我市的重特大项目之一。市行政

审批局接到任务后，马上开通重大项目绿
色服务通道，组织帮办代办专项服务团队。
同时，为项目制定了审批流程路径图，确保
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施工许可证。

今年以来，行政审批局自我加压，全
面开展“2330”工作目标，即2天完成企业
开办、3天完成不动产权登记、30天完成
一般企业项目施工许可证。“省里给我们
下达的目标是‘3550’，我们主动作为，变
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由‘2440’提速到

‘2330’，目的只有一个：优化全市政务服
务环境。”行政审批局副局长沈海闽介绍。

一直以来，行政审批局对于优化服务
有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政务服务大厅进
驻窗口先后推出了24小时自助办税、政
务服务事项二维码快捷查询、公积金提取
实时到账、异地就医住院直接联网结算、
港澳台通行证自助签注、社会保障业务网
上申报等便民服务新举措，为全市高质量
发展展现了政务服务新气象，提升了企业
和群众办事的幸福感。

交警走进学校
宣传交通安全
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防范能力
本报讯 暑假将至，为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防范能力，6月21日，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城区二中队组织民警走进辖区善成小学，开
展假期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活动，上好学生暑假前
交通安全“最后一课”。

民警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心智尚
不够成熟等特点，介绍了单警装备、酒精呼气测试
仪、警务通，通过学生们对警用装备的好奇来吸引
他们对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兴趣，然后列举了一
些通俗易懂的交通事故案例和交通安全知识。交
警提醒，12周岁以下孩子不在马路上骑自行车，16
周岁以下孩子不骑电动自行车。

课后还采取交通安全知识问答、发放交通安
全宣传资料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使
学生掌握和了解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并
能运用到学习和生活中去。

（朱俊俊 蔡德胜）

城河新村测试扫黑除恶知识
本报讯 日前，城河新村社区组织工

作人员开展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
会知识测试。

测试内容为“扫黑除恶”基础理论题、国
家基本政策知识题等。通过测试，进一步提
高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站位。（黄剑卉）

本报讯 为更好地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让企业放心地“走出去”，连日来，市税务
局先后赴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好收成韦恩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久正
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走访调
研。税务人员深入了解了企业在境外的生产
经营情况，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在税收方
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予以解答，为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精准的税务支持。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加剧，企业
“走出去”遇到了诸如不了解海外投资国税
收征管状况、税收协定优惠政策等诸多问
题，税务人员分别就好收成公司关心的“在

美‘走出去’企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久
正公司关心的“跨境电商如何规避纳税风
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政策解读。好收成
韦恩农化的财务负责人蒋岭表示：“减税降
费让我们的负担变轻了，税务局的政策辅导
让我们‘走出去’心里更有底了。”

今年以来，税务局紧紧围绕我市“走出
去”企业的基本需求，突出“精准培训、精准
服务、精准施策”，先后组织税务骨干开展了
10余场关联交易业务培训，累计覆盖纳税
人1.06万人次；举办“走出去”企业办税员专
题政策辅导会，全面摸排全市企业“走出去”

的家底，以调查问卷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
式收集“走出去”企业在境外面临的涉税问
题；建立了“走出去”企业服务微信群，完善

“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被动应对转变
为主动服务，为助力企业“走出去”贡献税务
智慧和力量。 （蔡樱子 丁正一 赵奎）

文汇新村党员过政治生日
本报讯 为引导社区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6月21日，文汇新村社区党总
支给社区内党员过“政治生日”。

活动中，向党员发放政治生日贺卡，全
体党员一起享用了印有党旗的“生日蛋糕”，
围绕“当初入党为什么、如今在党做什么、今
后为党留什么”等展开了讨论。（陈春华）

紫薇花苑征兵宣传全面启动
本报讯 为鼓励适龄青年积极应征，

连日来，紫薇花苑社区开展征兵宣传工作。
社区通过悬挂标语横幅、发放宣传单

等形式，宣传《兵役法》《国防法》《征兵工作
条例》等政策法规，向适龄青年和家长现场
讲解征兵条件和优抚优惠政策等，激发广
大适龄青年参军入伍的热情。（施李雯）

精准培训 精准服务 精准施策

市税务局助力企业“走出去”

市行政审批局党员干部比技能比作风比业绩——

“三根线”织牢政务服务网 “百姓名嘴”进启隆巡回宣讲

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理想之舵
本报讯 为补足基层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把

稳基层党员干部的理想之舵，6月20日上午，启隆
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邀请了两位市级“百姓名嘴”——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刘锦华和汇龙镇财政所“90后新生
代”百姓名嘴陈倩钰，为启隆镇永隆、兴隆社区的
党员深刻地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刘锦华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安排、重
大意义、存在问题、系统举措”等四个方面，结合实
际，对启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深刻的阐述和
探讨。陈倩钰非常巧妙地用舆论场的“红、黑、灰”
三种颜色把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讲述得
既具体又生动。“百姓名嘴”的宣讲使大家受益匪
浅，享受了一场精彩的精神大餐。 （蔡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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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 8:00~11:50 10kV 城西线#
2052011+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
范围:汇龙镇：港西路、合兴村、梧桐置业1号配
电室、金盛花园小区、水泥厂生活区、启东市广
播电视台（备用电源）、启东泰安建材有限公
司、启东梧桐置业有限公司等一带

7 月 3 日 7:00~10:50 20kV 滨江线#
2265022-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
范围:近海镇：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启东南博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摩多利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启东利高机械有限公司、南通滨海
活性炭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二四研究所、启东滨海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265022-18杆（专变）等一带

7 月 4 日 7:00~10:50 20kV 滨欧线#
2267071+2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 停电
范围:近海镇：启东盛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江
苏易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得隆机械设备启东
有限公司、#2267071+6杆（专变），#2267071+
8杆（专变）等一带

7 月 5 日 7:30~11:00 10kV 永和线#
2011113-1杆分段开关后段线路停电停电范
围:南阳镇：长胜村5、平安村、安南村、中北村、
康乐村、幸福村、公兴村、启东市南阳镇人民政
府

7 月 7日 7:00~12:20 10kV海洋线停
电 停电范围:吕四港镇：甲区村、秦潭村、久长
村、龙王村、石北村、龙王村东、启东市龙盛
水产品有限公司、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
府、启东胜科水务有限公司、广汇能源综合
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海洋经济开
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海洋经济开
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
73613部队、启东众成海水养殖场、启东市

水务局堤闸管理所 、吕四港镇秦潭村村民委员
会、路灯、启东市吕四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二建集团、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等一带

7 月 7日 7:00~12:20 10kV久长线停
电停电范围:吕四港镇：甲区村、石堤村集中居
住区（东）、秦潭村、新渔村、秦潭西、久长村、秦
潭镇东、石堤集中居民区、秦潭西桥、江苏省吕
四海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启东市机动车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吕四分公司、江苏华峰化学
有限公司、启东市吕四港镇人民政府、南通华
康甜菊糖有限公司、启东市红星水产有限公
司、南通启航能源有限公司、南通新友水产品
有限公司、南通新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启东
市秦潭捷达水厂等一带

7 月 7日 7:00~12:20 10kV海洋久长
2153/2154联络开关停电停电范围:无

7月9日 7:30~12:30 10kV华泰线启南
变侧至#2042013杆及支线停电停电范围:无

7月 10日 8:00~10:30 10kV圩东线#
227J001杆分段开关至#227J022杆分段开
关及支线停电停电范围:无

7月 10日 8:00~10:30 10kV永西线#
227A005+1杆分段开关至#227A005+24
杆分段开关及支线停电 停电范围:汇龙镇：启
东市旺达工程技术研究所、启东市海联有限公
司、启东市旺华石化电子电器有限公司、启东
市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宏太精密丝杠
有限公司、启东市诚诚织造有限公司、台角村、
士清村、庄卫国、中群村、启东市隆源果蔬专业
合作社、忠群村、冬藏村、启东昌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东藏村、永西村、启东市永阳砖瓦
厂、唐虞村、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启东市天
顺蔬果专业合作社等一带

启东市供电公司2019年7月上旬停电通知
产品名称

聚溢融C1薪溢宝26
聚溢融C2同享26
聚溢融C2尊享26
聚溢融C2直26
聚溢融C3新客26
聚溢融C3直新客26
聚溢融C6养老26
聚溢融C6新资金26
聚溢融C0公益26
聚溢融C0尊享26
聚溢融C0直26

聚溢融C0薪溢宝26
财溢融C1高净26
财溢融C1私行26
财溢融C2高净26
财溢融C2私行26
财溢融C3高净26
财溢融C3直高净26
财溢融C3私行26
财溢融C3新客26
财溢融C3直新客26
财溢融C3提升26
财溢融C6高净26
财溢融C6直高净26
财溢融C6私行26
财溢融C0高净26
财溢融C0直高净26
财溢融C0私行26
宝溢融C3个人26
宝溢融C6个人26

募集期

6.24~6.30

6.25~7.1

6.26~7.1

6.27~7.3

6.28~7.4

6.24~6.30

6.25~7.1

6.26~7.2

6.27~7.3

6.28~7.4

6.26~7.2
6.27~7.3

起息日

2019.7.1

2019.7.2

2019.7.3

2019.7.4

2019.7.5

2019.7.1

2019.7.2

2019.7.3

2019.7.4

2019.7.5

2019.7.3
2019.7.4

到期日

2019.8.5
2019.9.3
2019.9.3
2019.9.3
2019.10.9
2019.10.9
2020.1.9
2020.1.9
2020.7.3
2020.7.3
2020.7.3
2020.7.3
2019.8.5
2019.8.5
2019.9.3
2019.9.3
2019.10.9
2019.10.9
2019.10.9
2019.10.9
2019.10.9
2019.10.9
2020.1.9
2020.1.9
2020.1.9
2020.7.3
2020.7.3
2020.7.3
2019.10.9
2020.1.9

期限

35
63
63
63
98
98
189
189
364
364
364
364
35
35
63
63
98
98
98
98
98
98
189
189
189
364
364
364
98
189

起售金额
(万元)

5
5
20
5
5
5
10
5
5
20
5
5
20
100
20
100
20
20
100
200
100
100
20
20
100
20
20
100
5
5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15%
4.00%
4.05%
4.05%
4.45%
4.45%
4.20%
4.20%
4.20%
4.25%
4.20%
4.25%
4.00%
4.20%
4.10%
4.30%
4.15%
4.15%
4.35%
4.55%
4.55%
4.55%
4.20%
4.20%
4.40%
4.30%
4.30%
4.50%
3.70%
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