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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邮政分公司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基石——

“红色邮路”党旗扬
本报记者 陈天灵
9 月 2 日，启东邮政分公司数十名在岗
党员，深入社区、镇村等地，利用投递的机
会，开展普及金融防诈骗知识、看望困难
老人等多项志愿服务活动。
近年来，启东邮政分公司充分发挥党
建在业务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将党
建与业务发展相融合，在企业党建工作焕
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促进了企业
的转型与发展。
强根基，铸党建之魂
“第一名张沈婷，第二名顾炳松，第三
名王光南。”8 月 30 日一大早，启东邮政分
公司党员学习微信群公布了前天学习强
国成绩排名前三的学员。启东邮政分公司
副总经理、机关党支部书记黄海泉告诉记
者：
“为了鼓励大家主动学习，对学习强国
每天的前三名、每周的前五名学员，公司
会发放小礼品。
”
积极参与“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是启
东邮政分公司党员每天的“必修课”。为
补足精神之“钙”，启东邮政分公司党委
为每个党员配发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南通邮政党
员应知应会手册》 等 10 余本学习书籍。

为丰富学教活动，公司还组织党员赴上
海、浙江等地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解放思想大
讨论”、主题道德讲堂、专题学习研讨等
各类学习活动。
目前，启东邮政分公司共 7 个党支部、
有 150 名党员。为增强党员的凝聚力，公司
在各支部建设了“党员活动室”。去年，在
改造党建阵地的过程中，党员活动室还融
入了“职工小家”。9 月 1 日中午，节制闸网
点党员孙芸吃过午饭便留在了党员活动
室午休。她告诉记者：
“自从去年党员活动
室改造后，这里就是我的另一个家了。在
这里可以就餐，可以休息，可以健身，跟在
自己的家一样温馨。
”
强堡垒，践党员承诺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
是一个堡垒。在启东邮政分公司，从党委
书记，到普通党员干部，胸前都端端正正
地佩戴着党徽。
“ 大家可不能小看这枚党
徽。戴上他，党员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就
有了一种责任；戴上他，不该干的事就不
能干、不该说的话就不能说；戴上他，督促
佩戴者时时处处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黄海泉说。
去年，在评优活动中，党员王光南荣

获“江苏省邮政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自 2014 年入党以来，王光南始终坚持发挥
党员模范作用。其母亲生病时，他白天坚
持工作，晚上在医院照顾母亲；自己患突
发性耳聋，考虑到换班影响投递质量便没
有请假治疗……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必
须 冲 在 前 、干 在 前 ，全 心 全 意 为 群 众 服
务。
”王光南告诉记者。
近 年 来 ，启 东 邮 政 分 公 司 积 极 开 展
“窗口文明示范班组”
“党员挂点制度”
“党
员示范岗”
“ 党员责任区”等活动，引导广
大党员积极参与，营造“党员争做先锋、人
人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在启东邮政分
公司，处处都有党徽闪耀、处处都有党员
身影。黄金金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助力发
展”共产党员，赵晓勋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
强担当，促服务升级
8 月 29 日，启东邮政分公司党员赵晓
勋来到惠萍镇临河村 7 组的宋正兰家中，
他从邮包中拿出的不是报刊，也不是邮
件，而是一张电费单。
“ 宋阿姨腿脚不便，
我今天给宋阿姨代缴了电费。
”赵晓勋说。
多年来，赵晓勋在认真做好投递本职
工作的同时，经常为邮路上的乡亲们“跑
腿”，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代缴电费电话

费、代领退休工资等都在赵晓勋的“业务
范围”之内。除此以外，赵晓勋还经常帮助
他人，村民只要说起赵晓勋，都竖起大拇
指直夸他是
“活雷锋”
。
赵晓勋是“红色邮路”上的一个典型
代表，更是其党员帮扶小分队扶贫帮困的
一个生动写照。从 2014 年起，启东邮政分
公司践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爱
心邮路”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红色邮路”党
员志愿服务品牌，12 个投递部的 127 名投
递员在 98 条邮路上结对帮扶 150 多名弱
者，帮助买菜送药、打扫卫生、烧菜做饭
等，进一步放大“红色邮路”效应，提升邮
政品牌形象。
从党员引领、员工自发行动到单位倡
议组织，
“ 红色邮路”已汇聚成滚滚洪流。
据不完全统计，启东邮政分公司“红色邮
路”活动参与人数达 157 人，受到帮扶的对
象达 1500 多人次。
“红色邮路”党员志愿服
务品牌被市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工
作示范点培育对象。

本报讯 连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安排专
人接待退役士兵，告知办理组织关系转移、预备
役登记、复学流程、技能培训等相关事项，截至 9
月 6 日，
已接待返乡退役士兵 191 名。
据悉，为了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娘家人”的温
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谋划、多措并举，做细
做好秋季退役士兵报到接收工作，切实为退役士
兵服务。在提前印制《致 2019 年秋冬季退役士兵
的信》的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主动衔接
退役军人从部队到地方的全过程，提前辟出一个
楼层专门用于接待退役士兵，把退役军人报到登
记与就业创业政策宣传、退役士兵信息采集等工
作相结合，邀请培训协作学校现场提供咨询服
务，并组织 6 家单位进场招聘。
（茅晨华 朱伟）

长龙五村地毯式排查违建
本报讯 近日，长龙五村对辖区违建
进行地毯式排查，
共发现违建 13 处。
截至目前，10 处违建已自行拆除。对
尚未拆除的 3 户违建，社区将继续宣传法
律法规，
做好劝导工作。
（钮洪春 陈冬森）

华联新村举办廉政专题党课
本报讯 9 月 3 日上午，华联新村开展
廉政专题党课教育。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违纪违规案例警
示自己，以正面典型激励自己，为社区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
（倪瞳华）

长江新村应征青年圆参军梦
本报讯 日前，长江新村两位大学应
征青年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此前，社区从增强征兵宣传服务的覆
盖面、渗透力和影响力上狠下功夫，27 位
适龄青年参与了小体检。
（王慧）

本报讯 近日，由市效能考评组、南通市启
东生态环境局、市攻坚办组成专门督查组，对纳
入第三季度污染防治攻坚考核的环境信访件进
行现场督查。
督查组围绕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及省级
以上越级信访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现场确认，主要
查看相关企业环保手续是否齐全、环境违法行为
是否依法查处到位、相关问题是否整改到位、污
染是否消除到位，确保整治到位的问题不发生回
潮现象。下一步，督查组将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交办整改。
（黄晶晶 林雪忠）

安排专人接待
提供现场服务

本报讯 9 月 5 日上午，海复镇开展新
兵役前爱国主义教育。
镇人武部组织新兵参观抗大九分校，
追寻革命前辈的光辉足迹，增强他们的民
族自豪感、自信心。
（茅晨华 施冲）

本报讯 近日，长龙三村走访慰问困
难家庭、
孤寡老人、
残疾人，
送去节日关怀。
社区干部每到访一户家庭，都关切地
询问日常生活、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叮嘱
他们乐观面对生活。（张琼丹 姜新春）

强化现场督查
提高整治实效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做好秋
季退役士兵报到接收工作

海复镇开展新兵役前教育

长龙三村组织中秋慰问活动

第三季度污染防治攻坚环
境信访考核进行现场督查

近日，
近日
，东晋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在沿江公路进行护坡加固施工 ，该工程
在沿江公路进行护坡加固施工，
预计 10 月底前完成
月底前完成。
。
郁卫兵摄

市行政审批局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特大项目落地

帮办代办提升审批质效
本报讯 近日，江苏启宝钢管有限责
任公司特种管材深加工项目拟落户启东
高新区，项目总投资 12.3 亿元，属于园区
招引的 10 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
市行政审批局服务团队第一时间来
到高新区对项目进行会审，就启宝钢管
一期“耐蚀耐压耐温石油钢管加工项目”
的审批情况，与园区、企业进行商讨，对

项目建设涉及的轧钢工艺、电镀工艺的
准入性，从产业政策符合性、环保要求适
从性、园区规划相符性，以及清洁生产循
环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意见建议。针对项
目能耗大、环保要求高的特点，在能
评、环评的编制及报批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服务团队也给出了指导性意
见。涉及能评审批权限不在本级的情

况，市行政审批局积极做好转报服务工
作，协助企业与上级审批部门做好沟通
交流。
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局重大项目
专业服务团队不遗余力提供帮办代办及
全过程跟踪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扎根建
设，以此提升营商环境满意指数。
（黄玲玲）

王鲍镇部署“算好廉政账”
专题教育月活动

通报违纪案例
剖析问题根源
本报讯 近日，王鲍镇召开 2019 年“算好廉
政账”专题教育月活动部署会暨警示教育大会，
全体镇机关干部、各村支部书记及监委会主任等
150 多人参会。
在“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月活动中，王鲍镇
党委书记上专题廉政党课活动，强化落实党委主
体责任；组织党员学习 2019 年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以学促廉；算好工作人员个人廉
政账单，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强化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组织廉政党纪法规
知识测试。会议通报了近期发生在身边的违纪违
法典型案例，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再次为
全镇党员干部敲响了廉政警钟。
（钱爱仁 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