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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位于惠阳路世纪大道北侧的
人才公寓竣工已有一段时间了，什么样的
人才可以入住？租金几何？这些问题备受
社会关注。日前，市人才安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给出了答案。人才公寓首期开放
的公寓9月10日起接受租赁申请，月租金
最低每月只需1050元，相关人才最高可享
3年免租金。

市人才公寓共6幢楼，612套房间。其
中本次首批出租的共216套房间,含一室
一厅一卫、两室一卫两种户型、四种规格。
公寓配置了智慧人脸识别系统、中央空
调、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热水器、餐桌
椅、沙发、书桌椅、衣柜、床铺等基本生活
配套设施，即可拎包入住。据了解，来启创
业的高层次人才、企业引进的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相关人才、高级工程
师(高级技师)及以上人才、“名校优生 ”工
程引进对象，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等在启工作生活且在本市无自有
住房 、未享受其他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各类
人才均可通过所在单位申请入住。

租金方面，根据户型朝向和面积有4

种标准，其中，约72平方米朝南户型每月
租金1180元，约72平方米朝北户型每月
租金1050元，约79平方米朝南户型每月
租金1230元，约79平方米朝北户型每月
租金1080元。其他费用方面，物业费收取
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2元（按房屋建筑实
际面积计算）；汽车地下停车位停车费用
每车每月300元；履约保证金、水费、电费
等其他相关费用。

此外，根据人才类型的不同，还有相
关的租金减免政策。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
入住3年内免租金，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继
续租赁的，经审批同意后2年内租金减半
收取。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发达国家院士等顶尖人才；2.国家特
聘专家、国家“万人计划”、教育部“长
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等领军人才 ；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省“双创人才”资助对象、省“333工程”
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南通“226工程”第
一层次培养对象等相当层次的人才；4.省

“双创博士”、市“东疆英才计划”资助对

象；5.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一、二、三等
奖)；6.市工业企业30强、服务业企业10强
或实际投资额3亿元以上企业的主要负责
人；7.省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入住3年内租金
减半，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继续租赁的，经
审批同意后2年内租金按70%收取。具有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正高级职
称的人才；市工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
10强或实际投资1亿元以上企业引进的高
级经营管理人才(副总经理及以上)；省“333
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或南通“226工程”
第二层次培养对象；省级技能大赛获奖者
(一、二、三等奖)；南通市重大项目中产业项
目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入住3年内租金
按70%收取，如有特殊情况需要继续租赁
的，经审批同意后2年内租金按90%收取。
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才；
具有副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人才或高级
技师；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
引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副总经理及以

上)；市“名校优生”工程引进对象 。
特殊情况、特殊人才，经市安居办批

准后可根据相应条件办理入住。
9月10日起接受租赁申请，申请单位

或申请人携带申请表、相关材料原件与复
印件等纸质材料由所在单位及镇、园区或
主管部门盖章后,将材料提交至相关审核
部门盖章,最后将申请表相关材料复印件
等纸质材料提交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北三楼人才安居办公室。市安居办根据人
才层次、申请情况、房源情况,提出审核意
见,如果人才公寓房源不足，按人才层次、
申请先后顺序依次安排；市人才办、人社
局、发改委负责牵头把关核准入住申请对
象。对拟享受租金优惠的人员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申请单位或申请人
凭人才安居办公室开具的入住审批联系
单，到人才公寓物业管理处办理入住手
续。人才公寓管理机构根据各类人才不同
情况统筹安排,并与用人单位及承租人签
订《启东市人才公寓租赁协议书》。入住租
金一年一付,个人承担部分每年一次性付
清。 （王天威 刘芳）

人才公寓接受租赁申请
相关人才最高可享3年免租金

拒服兵役被处罚
拒不履行被拘留
本报讯 服兵役本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但

家住东海镇的陆某因为自身原因拒服兵役，在被市
政府处罚后，陆某又拒不履行。近日，陆某因拒不交
纳兵役处罚款被市人民法院处以司法拘留15日。

在我市2017年度征兵工作中，陆某被依法
确定为2017年度应征对象，经体检、政审合格后，
被批准服现役，同年9月12日，陆某向武警某部报
到入伍。在部队期间，陆某因“心理压抑、训练比较
苦、不适应部队生活”等原因拒绝服兵役。其所在
部队及地方兵役机关反复对陆某进行谈心教育，
要求陆某依法履行服兵役义务，但陆某未能改正
自己的错误，依然拒服兵役并要求退回原籍。
2017年11月6日，陆某被所在部队退回。11月9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将陆某的上述行
为认定为因思想原因拒绝服兵役而退兵。

2018年9月29日，根据《江苏省征兵工作条
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启东市人民政府对陆某
处以2017年度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6倍的处
罚计112200元。此后，对于该处罚决定，陆某既
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同时也未
主动交纳罚款。

2019年8月2日，市政府将该处罚决定移送
法院强制执行。市人民法院经审核后作出裁定，准
予强制执行。法院认为，被执行人陆某在收到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材料后拒不报告财产，拒不
缴纳相关款项，属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遂作出上述处罚。 （黄晓燕 彭福亮）

本周最高气温31℃
本周后期将迎来一次降

水过程
本报讯 昨日起，我市天气转好，基本以多

云为主，有三到四天的晴好天气。本周气温将缓
慢回升，最高气温将升至31℃左右。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以多云天
气为主，9日受近海热带低压影响，有分散性阵
雨。11~13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好天气为
主。本周后期受高空槽和低层热带低压系统外围
云系共同影响，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本预
报时段平均气温在 26.7℃左右，最高气温在
31℃左右，最低气温在23℃左右。

今起三天具体天气情况：9月11日，多云，气
温23～31℃，偏北风转偏东风3~4级：9月 12
日，多云，气温24～31℃；9月13日，多云，气温
24～31℃。 （狄佳佳 王辉）

本报记者 尹倩倩

带着启东地标的风光大片，散发着烟
火气的街头爆米花、鸡肉串，勾起乡情的
老街场景……当在抖音上刷到这样的启
东，你是否会感动？

抖音号“石头哥带你看启东”浓浓的家
乡情结在本地快速圈粉，老道的叙事手法和
专业拍摄制作，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点赞。

石头，95后，本地人，24K影视成员。玩
摄影，是石头从小的梦想，以至于在大学“不
务正业”，沉迷摄影不可自拔，上学期间运用
这一技能赚到了第一部单反相机钱，毕业后
干脆放弃所学的工科专业，投身影视行业。

可术业有专攻，石头感觉自己原来摸
索的还远远不够，于是啃摄影专业书，恶
补拍摄技巧、摄影构图；看各类优秀的视
频，在全网找后期教学视频；还四处实习
拜师。努力终有回报，石头对视频摄制的
感觉越来越精妙，回到启东后入职本地专
业影视机构24K，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虽
然辛苦却有种如鱼得水的欢畅。

作为专业摄影师，石头更多地关注一
些专业视频平台，鲜有时间玩抖音。直到
今年年初，石头无意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
条启东城区的延时拍摄短视频，意外收获
10W+的浏览量，众多在外启东人在视频
下面留言，让他心生感动，外面的世界虽

迷人眼，但家乡永远是在外打拼的游子们
最温暖的航标。

这则视频的热度触发了石头制作短
视频的热情。其实在日常拍摄中，离乡多
年的石头每每对镜头里的美好启东也感
到惊喜。如果说常年奋斗在外是生活的必
然，那么心中不变的思乡情就是自己的理
所当然。石头开始更多地去寻觅制作带有
家乡符号的镜头。

老巷古道，与小伙伴们追闹过的街道，
在场心乘过的凉，还有下雨天走过的积水
路面，一幕幕画面，虽远不如都市的斑斓，
却让人难以忘怀……石头先后摄制了南阳
镇、少直镇、曹家镇、北新镇4个老街影像，

虽不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但每一个镜头，
都讲述着光阴的故事。一分钟的成片，背后
是至少半天的拍摄。虽然年轻，但乡情相
近，石头的视角，更多的是纪实，对画面的
要求也是精益求精，在反复拍摄曹家镇的
一个镜头时，石头哥的航拍器都“炸机”了。

街头巷尾，带着童年记忆的炸肉串、
鸡蛋饼，是记忆中最香的美味……为了真
实感受，石头会在凌晨时分跟拍他们的备
料、出摊，记录制作的每一个细节，最后浓缩
成1分钟的短视频里，有摊主的生活、美食
的品相、食客的反响，满屏散发着浓浓的生
活气息。“品的是滋味，叙的是情怀。”这样的
一条《铁皮屋里的鸡肉串》获赞1W多，粉丝
都纷纷催更，石头为此又注册了“寻味启东”
的抖音号，专门记录启东美食。

寻觅“最启东”的镜头，让
平凡景色不平凡地再现，用特
别的画面唤醒对家乡的热爱
和自豪感，就是这位95后启
东摄影师最大的价值存在。

95后青年石头用镜头记录最有“味道”的启东——

寻觅乡情濡湿的感动

9月9日晚，中粮名庄荟（启东）携手南通
扶贫基金成立菲斯特爱心同盟会，设立菲斯
特爱心基金账户。

据中粮名庄荟（启东）总经理陆兴介绍，
菲斯特爱心同盟会是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各
界爱心人士、联盟组成的社会团体，包括中粮
名庄荟全国800多家连锁店，以及启东建筑装
备安全管理协会、启东成品油管理协会、启东
市嘉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

当晚，菲斯特爱心同盟会捐资1.6万元，
首批资助了8名启东中学、汇龙中学的贫困
生。举行了菲斯特年份老酒爱心义拍活动，
义拍总收入3万多元全部注入爱心基金。

潘杨摄

为爱结盟
中秋国庆车票
提前开售

网上预售票时间与窗口同步
本报讯 记者从市汽车客运站获悉，中秋、

国庆期间的车票已经开始预售，有出行计划的市
民可提早购票。

据市汽车客运站相关负责人介绍，按往年惯
例，由于旅客出行需求激增，中秋、国庆期间，苏
州、无锡、常州、南京、上海方向的客流将普遍增
加，预计客流出行高峰出现在9月15日，及10月
6日至10月7日，假日期间需要出行的市民可提
前前往市汽车客运站、城东售票站、新港客运站、
大生补给站、小花滧补票站进行购票。

市汽车客运站售票时间为5：00~19：30；城
东售票站售票时间为5：40~18:30，新港客运站、
大生补票站售票时间为5：30~17：00。市民也可
通过手机“巴士管家”进行购票。网上预售票时间
与现场窗口售票时间同步。（朱俊俊 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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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元投注，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000万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宣

福彩双色球 助力希望梦想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启东市体育彩票中心

遗失启事
周子恒遗失启东市

第二中等专业学校开具
的启东市非税收入一般
缴 款 书 一 份 ，号 码 ：
00291882，金额：400元。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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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理财发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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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

12月6日委托上海房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销售江欣家园白领公寓3#楼
和商品房、12#楼部分商品房。委托期限届满后，上海房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因未履行委托合同相关义务，故不再具备代理销售资格。请广大群众相互
转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9月5日

通 告
因海洪路沿线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决定自2019

年9月10日至2019年12月15日对南苑路与海洪路交叉
口西南侧非机动车道实施封闭。届时请过往车辆和行人
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和
疏导。因施工给你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特此通告 。

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2019年9月9日

产品名称

聚溢融C1薪溢宝37
聚溢融C2同享37
聚溢融C2尊享37
聚溢融C2直37
聚溢融C3新客37

聚溢融C3直新客37
聚溢融C6养老37

聚溢融C6新资金37
聚溢融C0公益37
聚溢融C0尊享37
聚溢融C0直37

聚溢融C0薪溢宝37
财溢融C1高净37
财溢融C1私行37
财溢融C2高净37
财溢融C2私行37
财溢融C3高净37

财溢融C3直高净37
财溢融C3私行37
财溢融C3新客37

财溢融C3直新客37
财溢融C3提升37
财溢融C6高净37

财溢融C6直高净37
财溢融C6私行37
财溢融C0高净37

财溢融C0直高净37
财溢融C0私行37
宝溢融C3个人37
宝溢融C6个人37

融合同享19月1914
融合私享19月1924

产品名称

融达1号-1月A款38周
融达1号-1月B款38周
融达1号-3月A款38周
融达1号-3月B款38周
融达1号-6月A款38周
融达1号-6月B款38周

募集期

9.5~9.15

9.10~9.16

9.11~9.17

9.12~9.18

9.12~9.19

9.9~9.15

9.10~9.16

9.11~9.17

9.12~9.18

9.12~9.19

9.11~9.17
9.12~9.18

9.12~9.17

募集期

9.11~9.16

9.12~9.17

9.13~9.18

起息日

2019.9.16

2019.9.17

2019.9.18

2019.9.19

2019.9.20

2019.9.16

2019.9.17

2019.9.18

2019.9.19

2020.9.20

2019.9.18
2019.9.19

2019.9.18

起息日

2019.9.17

2019.9.18

2019.9.19

到期日

2019.10.21

2019.11.19

2019.12.18

2020.3.19

2020.9.18

2020.9.10

2019.10.21

2019.11.19
2019.11.12

2019.12.18

2020.3.19

2020.9.18

2019.12.18
2020.3.19
2021.1.5
2021.2.8

到期日

2019.10.22

2019.12.18

2020.3.19

期限

35

63

91

182

364

35

63

91

182

364

91
182
475
509

期限

35

91

182

起售金额
(万元)

5
5
20
5
5
5
5
5
5
20
5
5
20
100
20
100
20
20
100
200
100
100
20
20
100
20
20
100
5
5
1
100

起售金额
(万元)

1
20
1
20
1
20

预期年化
收益率
4.00%
3.90%
3.95%
3.90%
4.30%
4.30%
4.10%
4.10%
4.05%
4.10%
4.05%
4.10%
3.95%
4.10%
4.00%
4.20%
4.05%
4.05%
4.20%
4.40%
4.40%
4.40%
4.10%
4.10%
4.25%
4.15%
4.15%
4.35%
3.65%
3.65%
4.40%
4.90%

业绩比较
基准
3.93%
3.98%
4.03%
4.08%
4.08%
4.13%

风险
等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风险
等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扫码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