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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所是启东首家诚信专业
婚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
会委托创办，十一年来，使无数有
情人相识、相知、相爱！现有数千
名单身贵族期待您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微信：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启东市伟业种鸡场遗失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一份，代码编号：
320681104130158。现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启东市筑城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装
配式建筑使用的PC构件。公司为生产需要，面向社
会招聘工人及管理人员80名。

1.工种：钢筋工、泥瓦工、木工（模具工）、电焊工、
水电工、吊装工、杂工、PC流水线熟练操作工，以及
有在PC构件厂实际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等。

2.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身高 160cm以
上）；女性，50周岁以下（身高155cm以上）；初中及
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无犯罪记录。

3.工资待遇：技术工日工资约200至 250元
（根据工种和能力决定）。

4.公司提供食宿，为员工购买养老保险。
报名时间：即日起报满为止。
报名地点：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海工园区海

工大道2888号启东筑城公司内（京沪重工北侧）。
联系人：朱先生13057077730

启东市筑城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招工启事

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保障安全供水
竭诚为您服务

24小时报修热线：
12345（城乡）83316540（城区）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南通好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诚招：
汽车专业有大专文凭或有汽车专业工程
师证书的技术人员，高中毕业的驾驶员、
引车员、电脑人员，若干名，三年以上实践
经验的优先录用。待遇优厚。

地址：启东城北青年东路16号
电话：13962823683

招
聘
启
事

河海大学启东籍学子热
心家乡河长制建设

实地调研学习
守护美丽江河
本报讯 7月11日，来自河海大学的6名启

东籍学子走进市河长办，就家乡启东的河长制工
作展开学习调研和社会实践活动。

围绕启东的河流水系、水资源、水环境，以及
河长制工作推进等方面的内容，市河长办工作人
员为大学生们演示了一二级河道管护作业实时
电子监控，详细介绍了全面推进河长制两年来家
乡的一系列治水新举措和水生态修复与建设中
取得的成果。大学生们边看边听边记，为家乡水
环境日趋优美而发出由衷的赞叹。家住寅阳镇的
大学生顾张磊表示：“家乡的河长制工作在南通
领先，农村水生态持续向好，让我们这些启东新
一代大学生倍感自豪，我们一定要刻苦钻研学
业，争取日后为国为家乡多作贡献。”

据悉，该大学生团队近日还参观了寅阳镇河
长办、市骨干河道生态样板河建设，以及南阳镇
元祥村生态示范村建设。 （杨谷森 赵沙健）

本报记者 陈丽娣 通讯员 沈玲屹

3月2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联合公安部门在东海镇查处一起非法
会销案件，现场查扣了未经检验的玉石床
垫等物品；5月31日，市管局会同公安部
门在海复镇端掉两处会销窝点，现场查封
扣押了一批未经检验的破壁机、空调、净
水器等家用电器……今年，市管局吹响了

“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号角，
全力肃清保健品市场，保护群众合法权
益。

近年来，市管局党委积极推进“三抓
三强”工作法，将全年的重点工作、市场管
理等中心工作同党建有机结合，形成了市
场监管新格局。

作风整训，行为更规范
5月24日，市管局党委组织全系统干

部职工在南苑中学报告厅开展了“纪法在
我心，清廉伴我行”思廉日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教育警示片
《罔顾法纪者鉴》，聆听了主题为“坚持标
本兼治，加强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的党课。

“今年初，我局专题部署开展作风整
训活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市管局党委
书记、副局长薛峰介绍，“开展作风整训活
动，重点要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加强作风建
设，采取执法检查、执法监察、专项督查、
解剖式调研等方式，对执法过程加强监
察，严守纪律红线。”

在整训活动中，市管局局长与各分局
长、科室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和作风建设承诺书，确保实现常态长效管
理。同时，该局开展了思廉日、算账月、教
育月等主题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
围，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于干部培养、选
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贯穿于日常监
管、检验检测、认证检查、稽查执法等各项
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阳光市管”，执法更公正
在市管局的每个分局、服务窗口都能

看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信息公开栏。
“要怎么做？全局工作人员一看清单就明
确。做得怎么样？老百姓一看就清楚。”薛
峰说，市管局推进“阳光市管”，抓好市场
监管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信息公
开，公示干部任用、评先评优、财务收支、

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主动接受监督。
“推进‘阳光市管’以来，执法更清晰

公正，被执法对象心服口服，老百姓更信
任我们了。”这是来自市管局一线工作人
员的心声。今年1月，市管局惠萍分局执法
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前往某液化气有限公
司检查，发现该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
在充装液化气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实施充
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对出现漏气液
化气瓶进行了充装。分局执法人员根据
《权力清单》中明确的内容，认定该公司的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当日予以立案调查，
最终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为了让执法更公正，市管局还研究制
定了《内务制度规范汇编》《执法监管常用
法律法规汇编》，用制度规范行为、依据制
度严格执法。

党建引领，服务更主动
4月初，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荣获“2018年度南通市市长质量奖”，消息
一经传出，市管局质量监督管理科负责人
很是兴奋。“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整个过
程比较长，但是能帮企业顺利拿到这个

奖，感觉很值得。”
2017年，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拟申报南通市市长质量奖，市管局质量监
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得知后，多次主动上门
对“市长质量奖”的评审要求、卓越绩效评
价准则的实施要点以及现场评审等方面
内容进行系统的讲解，同时指导企业在工
作汇报、现场检查、组织座谈等环节进行
自查，确保各个环节均达相关要求。2017
年下半年，神通公司提交申报材料时，市
管局工作人员更是严格把关，指导企业完
善申报材料内容。

以党建工作带动业务工作，充分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增强服务主动性。今年，市管局重点在
抓好市场环境整治助力文明城市创建、推
动商标品牌质量标计战略服务企业发展、
抓好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确保辖区安全
稳定等方面，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新庄村拆除新增违建彩钢房
本报讯 近日，北新镇综合执法局前往

新庄村8组姚某家，强制拆除违建彩钢房。
经确认，该户彩钢房曾于去年实施拆

除，时隔半年又原地搭建。该局下发限期整
改通知书后，逾期进行强制拆除。（蔡樱子）

武陵村适龄青年参加征兵体检
本报讯 7月10日，南阳镇武陵村15名

适龄男青年参加了征兵体检。
体检前，武陵村党总支书记江陈华给应征

青年们上了一堂课，以一位老兵的身份鼓励青
年报效国家。 （陈天灵 徐焕焕）

城河新村开展拆后环境整治
本报讯 近日，城河新村社区对拆违腾

出的空间进行环境整治。
社区对拆违后的区域及时进行环境整

治，清理建筑垃圾，组织人员开展常态化巡
查，防止违建回潮。 （黄剑卉）

幸福二村适龄青年踊跃参军
本报讯 7月6日，幸福二村社区31名

适龄青年参加了征兵初检。
社区利用悬挂横幅标语、张贴宣传画报等

形式，广泛宣传《兵役法》，激发适龄青年依法
服兵役的积极性和使命感。 （曹春红）

紫薇二村集中清理建筑垃圾
本报讯 7月7日，紫薇二村联合城北物

业对拆违遗留下来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清理。
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宣传保持环境卫生

的重要意义，对个别不理解、不配合的居
民及时做好解释工作。 （陈柳清）

市总工会举办“小候鸟
暑期观影嘉年华”活动

看电影谈感想
增进亲子感情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的

关心、关爱力度，让正在与父母团聚的“小候
鸟”度过一个快乐、多彩的暑期，近日，市总
工会联手永乐影城组织开展“小候鸟暑期观影
嘉年华”活动。

即日起至7月18日，7~15周岁的外来职工
子女（即启东籍以外），可由家长在镇、园区、街
道、系统、直属工会报名登记参加活动。观影期
间，市总工会为“小候鸟”们选择了适合青少年观
看的电影，通过观看电影、分享感受，增进孩子和
家长的情感，把良好的品德与“爱国、爱家、爱社
会”的情怀深植到孩子们的思想中去，让他们从
别人的故事中看到成长与生活的艰辛，感受人性
关怀的温暖，学会辨别是非对错，向他们传递正
能量。

（黄晓燕 黄异）

市管局从严抓教育、抓队伍、抓作风，通过党性锤炼提高服务意识——

党建与业务“双轮驱动”

当前是病虫害多发季节当前是病虫害多发季节，，连日来连日来，，奥林苗木基地工作人奥林苗木基地工作人
员对南海公路两旁的苗木进行喷药治虫员对南海公路两旁的苗木进行喷药治虫。。 郁卫兵摄郁卫兵摄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晚当你
正愉悦地走在路上，突然一道白光迎面射
来，让你头晕目眩，而面对对方的我行我
素，你只能是愤愤爆两句粗口，然后在对方
给予的“一片光明”中盲目前行，好心情随
之一扫而光。

每每谈及远光灯，大家都像是吐槽大
会的职业卡司，道不尽的无可奈何。可是，
作为一件工具，远光灯又有何过错？夜晚的
乡间小路、道路路况指示牌、会车提醒，没
有它们似乎还真的不行。可就这样无端背
上了黑锅，远光灯们的忧伤又有谁懂？

其实，让人生厌的只是那些滥用远光
的“灯霸”们。而“灯霸”偏爱“霸灯”无非有
三种情况：有些是无心误用，这类司机缺乏
远近灯光的正确使用常识，分不清何时何地
用何种灯光，亦或是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变

光；有些是心里没底，相比白天行车，夜间开
车需要司机更为专心和谨慎，有的司机觉得
灯光更亮就会更安全，于是习惯“照亮”前
路；还有些是恶意乱用，尤其是在被对面司
机“逼”急的情况下，抱着“你开我开大家开”
的想法，一起助力道路“亮化”。

“灯霸”们的偏爱，不仅影响了驾驶视
线，干扰了路况判断，严重的还会造成交通
事故，导致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对此，交警部
门也一直在寻求有效的治理办法。早些年就
有深圳交警采用体验式执法来查处滥用远
光灯行为，让乱开远光灯的车主坐着“远光

灯体验专用椅”看远光灯一分钟，可是这样
“以暴制暴”的办法在如今的法治社会，合情
却不见的合法；也有温州交警利用执法记录
仪、摄像机、电子监控等现代化设备，不定期
开展曝光查处，但是对于庞大复杂的交通网
络，这种带有“运动执法”色彩的监管难度
大，认定难、处罚也难，且治标不治本。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最有效的办法还
是提升驾驶员的基本素质，这也是城市文
明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需求。随着时间的推
移、时代的进步，事物的发展也都在不断地
改变，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就是要更好地自

我约束。对于交警部门，则需要更多地采取
必要的手段来推动行车文明，在着力培养
驾驶员的用灯习惯，提升自律自觉、文明行
车意识的同时，对那些用灯“稀里糊涂”的
驾驶员，进行必要的“回炉培训”，也未尝不
是一种办法。

杨奕宇 龚辙

“灯霸”们，请你们善良！

本周理财发行计划

★大额存单：20万起，1年期2.28%，3年期4.13%；30万起，3年期4.18%
★按月付息型大额存单：40万起3年期4.18%；20万起5年期4.18%；保本保息，每月付息！

★江苏银行美团信用卡优惠：1.终身年费减免；2.核卡后90天享美团外卖每天减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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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62827107/13606298786

产品名称

聚溢融C1薪溢宝29
聚溢融C2同享29
聚溢融C2尊享29
聚溢融C2直29
聚溢融C3新客29
聚溢融C3直新客29
聚溢融C6养老29
聚溢融C6新资金29
聚溢融C0公益29
聚溢融C0尊享29
聚溢融C0直29

聚溢融C0薪溢宝29
财溢融C1高净29
财溢融C1私行29
财溢融C2高净29
财溢融C2私行29
财溢融C3高净29
财溢融C3直高净29
财溢融C3私行29
财溢融C3新客29
财溢融C3直新客29
财溢融C3提升29
财溢融C6高净29
财溢融C6直高净29
财溢融C6私行29
财溢融C0高净29
财溢融C0直高净29
财溢融C0私行29
宝溢融C3个人29
宝溢融C6个人29

募集期

7.15~7.21

7.16~7.22

7.17~7.23

7.18~7.24

7.19~7.25

7.15~7.21

7.16~7.22

7.17~7.23

7.18~7.24

7.19~7.25

7.17~7.23
7.18~7.24

起息日

2019.7.22

2019.7.23

2019.7.24

2019.7.25

2019.7.26

2019.7.22

2019.7.23

2019.7.24

2019.7.25

2019.7.26

2019.7.24
2019.7.25

到期日

2019.8.26
2019.9.24
2019.9.24
2019.9.24
2019.10.23
2019.10.23
2020.1.22
2020.1.22
2020.7.24
2020.7.24
2020.7.24
2020.7.24
2019.8.26
2019.8.26
2019.9.24
2019.9.24
2019.10.23
2019.10.23
2019.10.23
2019.10.23
2019.10.23
2019.10.23
2020.1.22
2020.1.22
2020.1.22
2020.7.24
2020.7.24
2020.7.24
2019.10.23
2020.1.22

期限

35
63
63
63
91
91
181
181
364
364
364
364
35
35
63
63
91
91
91
91
91
91
181
181
181
364
364
364
9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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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
4.00%
4.05%
4.05%
4.45%
4.45%
4.20%
4.20%
4.15%
4.20%
4.15%
4.20%
4.00%
4.15%
4.10%
4.30%
4.15%
4.15%
4.35%
4.55%
4.55%
4.55%
4.20%
4.20%
4.40%
4.25%
4.25%
4.45%
3.65%
3.65%

江苏中昶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沈黄新、茅建飞、陆贤：
现我公司已将启东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1民初2645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权（除已履行款项外）转让于宋金华。
该判决书的全部债权利（除已履行款项外）归宋金华所有。

特此公告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5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