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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新村开展楼道环境整治
本报讯 连日来，东珠新村社区联合

物业公司，开展楼道环境卫生整治。
社区工作人员逐一巡查楼道堆积物，

组织居民自行清理，并宣传消防安全知
识，倡导居民共同营造文明、整洁、舒适的
人居环境。 （沈楠）

嘉善温州商会与启东温
州商会缔结友好商会

实现资源共享
促进共同发展
本报讯 11月13日下午，嘉善温州商会与启

东温州商会举行签约仪式，缔结友好商会。
启东温州商会会长余胜代表商会对嘉善温州

商会会长林青敲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余胜简要介
绍了启东温州商会企业特色及商会发展情况。嘉
善温州商会会长林青敲认为双方互补性强、合作
前景好、发展空间巨大，希望两地商会携起手来，
扩大双方会员企业发展空间，加强会务、商务活动
信息的互报互通，做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

在嘉善温州商会理事金寿权的主持下，林青
敲同余胜代表双方商会签订了友好商会协议。双
方表示，此次友好商会的缔结意义重大，为增进相
互了解、加强合作、携手推动经贸往来搭建了新的
平台，希望双方密切友好往来、共享资源优势，充
分发挥两地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健康
发展。 （黄玉叶）

华石小区宣传拆违控违政策
本报讯 近期，启东经济开发区城管

中队执法人员来到华石小区开展拆违控
违宣传。

城管执法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张贴
宣传资料，倡导居民坚决抵制违法建设，
自觉维护和谐安全美好的家园。

（施娟）

紫薇二村清理犬便和烟头
本报讯 近日，紫薇二村社区联合城

北物业开展清理犬便和捡烟头活动。
社区网格员及党员志愿者手拿扫帚、

夹子、垃圾袋等工具，沿着道路两侧、绿化
带仔细捡拾路面、墙角边、砖缝、树下等处
的烟头、犬便。 （陈柳清）

本报记者 陈天灵

11月14日上午，和睦幼儿园城南分
院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活动区内，孩子
们神情专注地玩着搭积木、过家家等游
戏，甚是温馨。宽阔的操场上，小朋友们尽
情奔跑，张张笑脸如同春天里绽放的绚烂
花朵。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学前
教育工作，将学前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主
要“短板”和关键一环来抓，着力构建“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全市幼儿园园舍改造项目持续加快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迅速扩大，财政投入
机制逐步健全完善，教师队伍全面加强，
保教质量明显提升。
委员提出：幼儿园改造要注重提升内涵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人一生发展的起始教育和奠基教
育，幼儿教育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
定等方面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我市幼教
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幼儿园都在积极改
善办园条件。

其中，幼儿园园舍改造至关重要，园
舍环境充分体现了幼儿园的办园特色。那
么如何做好幼儿园园舍改造工程，市政协

委员薛春健提出了《关于做好幼儿园园舍
改造工程的建议》提案。他指出，幼儿园园
舍改造,一要以功能优先，设施达标完美;
二要风格统一，新旧园舍尽量相融;三要
理念引领，加入健康特色，努力为儿童创
造安全、健康、丰富的生活环境和活动场
地。
政协督导：加快幼儿园园舍改造进度
10月16日，市政协副主席潘双林在

市教育体育局、北新镇等相关负责人的陪
同下，对北新镇万安幼儿园进行实地考
察。万安幼儿园于2017年开工建设，2019
年7月完工，占地面积6271平方米，目前
拥有6个教学班。学校环境优美，配备一
体化、智能化、现代化的设备，食堂实施明
厨亮灶工程，安全设施设备齐全，是省优
质幼儿园。潘双林对万安幼儿园的保教和
环境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这是规范
幼儿园该有的环境，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
习，在游戏中探索和成长。

潘双林一行还实地察看了北新镇民
主幼儿园、和睦幼儿园城南分院等。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相关负责人就幼儿园园
舍改造工作提出了建议意见。潘双林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
态度，全力做好幼儿园园舍改造工作。

自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做好幼儿园园
舍改造工程的建议》提案后，市政协高度
重视，将该提案列为今年市政协的重点提
案之一。今年以来，市政协多次与教育部

门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分析问题，提出
建议，并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实地视察幼儿
园园舍改造工作情况。
部门落实：让全市幼儿享受优质教育条件

作为该提案的承办单位，市教育体育
局深知责任重大。去年9月，我市出台了
《启东市幼儿园园舍改造方案》，明确了幼
儿园园舍改造工程的实施主体、资金分
担、组织保障、工作要求等，计划利用
2018~2020年三年时间，对全市58所幼
儿园（其中新建幼儿园37所，加固幼儿园
21所）进行改造，在全省率先全区域实施
幼儿园园舍改造工程。

“今年起，我们已全面启动了幼儿园
园舍改造工作，计划到2020年12月31日
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截至目前，已新建
幼儿园7所，加固幼儿园1所，其他幼儿园
改造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市教育服
务中心支部书记、副主任薛健告诉记者，
为了让全市幼儿享受优质教育条件，幼儿
园在改造过程中，除了标准的教室外，还
配备了各种运动器械、多种大型玩具，建
有攀爬区、投掷区、戏水区、种植区等多功
能的场地，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朝阳
下健康成长。

让孩子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市政协提案办理追踪报道⑧

连日来，市政部门路灯组工
作人员对沿江公路路灯进行全面
的检查维修。 郁卫兵摄

检修路灯检修路灯

启东市人民法院开发区
审务工作站挂牌

派驻网格干警
助力矛盾化解
本报讯 近日，启东市人民法院开发区审务工

作站在启东经济开发区综治中心挂牌。
此前，市人民法院印发了《“审务进基层，法官

进网格”工作细则（试行）》，按照服务在基层、矛盾
化解在基层、法官下移在基层的要求，向全市每个
村居（社区、街道、小区）网格派驻干警对接指导参
与矛盾化解工作，同一个乡（镇）的所有网格干警
共建审务工作站，并积极推动将多元化解工作纳
入本地区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

此次，市人民法院将派出90名员额法官、法官
助理，分驻16个镇区审务工作站，每名干警分别对
应2~6个村居，共计覆盖全市306个社区（村）。根
据要求，网格干警将主动指导参与派驻网格的调
解工作，并以工作站为单位开展法制宣传工作。

（黄晓燕 陈娟）

锦绣华庭开展创文志愿活动
本报讯 11月9日上午，锦绣华庭社

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创文志愿活动。
志愿者们清理楼道堆积物，清除牛皮

癣，忙得不亦乐乎。党员志愿者们以自己
的先锋模范行动在社区营造了积极参与
创建活动的浓厚氛围。 （浦源芫）

高新区（近海镇）推进“信
访接待室”创建工作

畅通信访渠道
倾听群众诉求
本报讯 日前，高新区（近海镇）纪检部门收到

临海村一组村民张某对村干部办事态度不友好的
举报信后，马上组织人员前往临海村了解事情的
来龙去脉。经过批评教育，该名村干部表示将在以
后的工作中改善工作态度，更耐心、更细致地解答
百姓提出的问题。

为着力培育和树立信访工作品牌，进一步发
挥信访在矛盾纠纷排查和问题化解中的作用，高
新区（近海镇）纪检部门组织信访人员认真学习掌
握基础性法律法规等规章制度，提高信访案件处
理质量，深入推进“信访接待室”创建活动。截至10
月底，区镇“信访接待室”共接到12个信访件，已办
结8个。 （黄欣美 施琛亮）

张家港农商银行启东支行

以上为预期年化收益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地址：启东市和平中路527号（供电局对面）

新客理财
1万元起投 4.5%
电话：83839601、8383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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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铁出售招标公告
启东市盐业有限公司因生产设备腐蚀生锈存

在安全隐患淘汰报废（吊机一座、叉车龙门架一付
和铁大门若干等一批废铁、废钢），现将通过招标谈
判议标方式公开出售，要求投标单位具有废旧材料
回收相关资质、有合理的废料存放及处理地点，诚
邀各单位到启东市的近海镇新华桥配送中心现场
查看并参与报价竞标。具体报价要求、相关约定、竞
标安排在查看现场时一并告之。

咨询电话：13912889210

福彩双色球于2019年11月10日开
始12亿破纪录大派奖，连续派奖20期。
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

详询各福彩站点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启东市体育彩票中心

招聘启事
南通二建集团东佳事业部高薪诚聘：技

术员、预算员、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会计、
仓管员、工地厨师若干名，要求：身体健康、爱
岗敬业、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录取，待遇从
优，具体事宜面谈。

联系电话：025-52105366（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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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市委第十三轮巡察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各级 党组织管党治

党的政治责任，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经市
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研究决定，2019 年 10 月下旬
至 2019 年 12 月下旬，市委第一巡察组 对市人民医
院（肝癌防治研究所）、市中 医院开展巡察；市委第二
巡察组对启东 经济开发区、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吕四
港经济开发区、吕四港镇开展巡察“回 头看”，并对其
所辖的石堤村、垦北村、二补村、六斧头村、念五总村、
范龙村、念四总村、洋章村、元鹏村、通兴村、锡 康村、
巴西村、巴掌村、平东村、培根村、吕复村、吕北村、城
西村、大洪村、瑞章 村、庙效村、小效村、新村村、圆陀
角村、连兴港村开展巡察；市委第三巡察组对 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市地震局）及其下
属单位开展巡察。

一、巡察内容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重点检查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情况；围绕 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检查学
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

围绕党的组织建设，重点检查选人用人 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情况；围绕党的作风 建设，重点检查整治“四风”
问题情况；围绕党的纪律建设，重点检查党规党纪 执
行情况；围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重点检查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加
强对巡视 巡察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二、反映渠道
市委各巡察组在驻点巡察期间接受 信访举报，设

置巡察举报箱和举报电话。
举 报 电 话 ：第 一 巡 察 组 ：18115838058；第

二 巡 察 组 ：18115827600、15370627106；第 三 巡
察组：18115827900。电话接听时间：工 作日上午 8:
00~12:00，下午 14:00~ 17:30。

信件举报地址：启东市行政中心 305室（市委巡
察办），邮编：226200。

中共启东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2019年10月18日

乌卡时尚假发

启东店：东方银座酒店19楼
15190919081

量身定制 手工勾织
质量保证 免费保养
提供上门 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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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