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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通市“神通杯”
QC小组成果发布赛落下帷幕

神通阀门
荣获一等奖

本报讯 12月4日，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
的2019年南通市“神通杯”QC小组成果发布赛在江
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据悉，本次发布赛旨在深入贯彻国务院《质量发
展纲要（2011~2020年）》，鼓励和引导企业推广先进
质量管理办法，积极开展群众性质量课题攻关活动，
激发广大员工的质量创新热情，南通各县（市）区共有
20家企业21个课题参加比赛角逐。比赛过程中，各
位评委逐一对竞赛课题提出质疑并进行点评，为各企
业QC小组活动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指导。

最终，江苏神通QC小组《提高金属硬密封蝶阀
一次试压合格率》的挑战课题以最高分荣获一等奖。
江苏神通阀门总裁吴建新表示，神通阀门将以此为新
的起点，不断努力创新，做好“学习、超越、领先，打造
百年神通”这篇文章，为南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神
通人应有的贡献。 （陈天灵）

南通市委宣讲团来启宣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真正学深悟透
切实贯彻落实
本报讯 12月9日，南通市委宣讲团成员、南通

市委党校副教授戚小倩分别来到南阳镇和海工园（寅
阳镇），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戚小倩以《构建“强起来”制度体系，开辟“中国之
治”新境界》为题，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深远意
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总体要求总体
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及关于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要求等
四个方面分别作了深入阐述，结合基层工作实际以及
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情况，以真实的案例、精准的数
据、新颖的角度，对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为镇村干部作了一场精彩生动的宣讲。

大家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脉
络清晰，对进一步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海工园（寅阳镇）将
进一步加强政治站位，增强制度自信；加强学习宣传，
维护制度权威；加强使命担当，抓好制度执行。区镇上
下将认真学习好宣传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
合工作实际，让全会精神在各项工作中落地生根。南阳
镇要求各党组织要将学习宣传全会精神作为支部“三
会一课”重点学习内容，采取集中学习、专题辅导、交
流研讨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紧密结合，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季则）

我叫王礼斌，是一名刚从农业战线
上退休的机关干部，家住北新镇灯杆村
13组。

这张大合照拍摄于今年的正月初
五。照片上共有130人，都是我曾祖父王
隆兴一脉的家人。那天，由我组织的家族
聚会在北新镇举行。

隆兴一脉虽算不上名门望族，但都
勤劳节俭、积极进取，各尽所能、各有所
建。组织此次家族聚会，是想传承祖上优
良传统和家德家风，为亲情的交流、互
动、延续创造平台。

照片上共有五代人，年龄最大的是
我的姑父姑母，姑母叫张妹兰，今年88
岁。之所以姓张，是其在6岁时，因父母
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她流浪街头要饭时，
被张姓好心人收养。为感恩，姑母的张姓
至今未改。

当天，姑母很激动，回忆过去的苦难
岁月，眼含泪花，讲述今天的幸福生活，
连说全靠了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隆兴
一脉有17个亲人英年早逝。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隆兴一脉80岁以上的老人共
有18位，其中90岁以上的有8位。1970

年以来，隆兴一脉共培养出了58位大学
生。

照片上最开心的莫过于第四、第五
代，像我的外孙女付钰瑶，今年5岁，学
画画、学跳舞，是我们全家人手心里的
宝。

隆兴一脉的后人奋斗在全国各地的
各条战线上，除了在启东本地的外，有在
北京、上海、广州、宁波、常熟、南通等地
的，还有侨居德国的。他们中有公务员、
事业人员、国企职工，有医生、教师、警
察，还有私营企业主，其中有共产党员

27人，有60多人次先后受到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记功。当天，大
家欢聚一堂，聊家常，说近况，其乐融融。

遗憾的是，有一些家族成员因故未
能到现场。我外甥女俞华一家因在德国
忙于事业，未能成行。她是改革开放后出
国的，在德国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弘扬传
统中医文化。当天，她跟我们进行了视频
连线，向大家拜年。

聚会虽只有短短的一天，但这份亲
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延续。现在，我们建了
家族微信群，大家时不时地在群里说说

近况。今年国庆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我
的堂哥王礼加，在获颁建国70周年纪念
章的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说了这一喜讯；
国庆节，外甥女俞华特地回国，与大家分
享了收看国庆大阅兵的感受；自主创业
的侄子王健辉、王剑波，侄女王水波、在
外资企业工作的侄女王雯静，也经常在
群里说说生活上、工作中的趣事……

前两天，一位小辈在微信群里说，他
期待下一次隆兴一脉的亲情团聚。而我
更期待隆兴一脉的亲人们不断传来事
业、学业上的好消息。 （范存娟整理）

本报讯 12月10日，市残疾人自主
创业“东疆之星”评选表彰大会在市残联
四楼会议室召开，黄永平、朱云飞等15名
残疾人自主创业“东疆之星”受到表彰。

自主创业是残疾人实现就业的主要
渠道之一。为落实国家关于大力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促进残疾人

自主就业创业，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7月初，市残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19年度残疾人自主创业“东疆之星”评
选活动。

据悉，活动评选对象对为全市范围
内评选15名自主创业“东疆之星”。其中，
5名企业法人代表、5名个体私营工商户、
5名种养殖业主。评选要求：企业法人代

表须具有本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2019年的用工人数达到5人以
上，并签有劳动合同，从事经营活动，能
照章缴纳税费，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职业道德；个体工商户具有本市户籍，
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具有先进的创

业理念，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
出显著成绩；种养殖业主须具有本市户
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种养规模达到10亩以上，能带动和
辐射周边残疾人劳动就业。

评选方式为各区镇、街道择优推荐，
市残联与财政、公安、监察等部门联合审
核，确定后备人选后进行网络投票，市残
联党组根据联合审核结果确定自主创业

“东疆之星”人选，其中金奖5名，奖励
3000元/人，银奖5名，奖励2000元/人，
铜奖5名，奖励1000元/人。2年内不重复
表彰。

（陈天灵）

市残疾人自主创业“东疆之星”评选表彰大会举行

15名自主创业残疾人受表彰

130人的家族聚会
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故

事。本报今起开设“我家上头条”
栏目，在报纸头版醒目位置刊登
全家福，并通过全家福中的市民，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照片背后
的故事，给广大普通市民出彩机
会。今天推出首篇王礼斌的家庭
故事。如果你手头正好也有这样
一张特别的全家福，欢迎您来电
来稿，讲述属于你的家庭故事。联
系电话：83128810

本报讯 12月10日，建筑业科技创
新暨2018~2019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表彰大会在北京会议
中心隆重举行。我市建筑企业江苏南通
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启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或参建的6个项目，捧回8
尊鲁班奖“小金人”。

此次获得鲁班奖的项目为：江苏南
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江苏启安建
设集团参建的无锡蠡湖香樟园1~6号楼
及地下车库项目、新疆乌鲁木齐高铁医
院项目；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雅戈尔太阳城超高层20#住宅工程
项目；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参建
的新疆益民大厦项目；江苏启安建设集
团参建的上海烟草浦东科技创新园区建
设项目（北地块）；江苏启安建设集团参
建的南京丁家庄二期（含柳塘）地块保障
性住房项目。

其中，蠡湖香樟园1#~6#楼及地下
车库工程位于秀美的无锡蠡湖边——中
南路与鸿桥路交界处，由6栋地上34至
40层的高层住宅及地下一层的整体地下
室组成。总建筑面积205080平方米，总

投资额8亿元。工程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
和成熟的绿色环保技术，施工过程中应
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全面使用绿色节
能材料，最大限度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建
成后，具备生态化、智能化，绿色低碳“百
年老宅”的长寿命住宅等一系列特点。

新疆乌鲁木齐高铁医院于2015年3
月12日开工，2017年12月15日竣工验
收并交付使用，总投资5.34亿元，建筑面
积54992.6平方米，檐高50.40米。施工过
程中推广应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8大
项、19子项，自创新技术6项，获省级工

法3项、专利2项、国家级QC成果2项。
工程先后获得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
工程、新疆自治区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化工地、新疆自治区优质工程“天山奖”、
新疆自治区优秀设计奖。

据了解，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是我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
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创立于1987年，评
选对象为已建成投入使用，且工程质量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工程项目。截至目
前，我市建筑行业已获得32个鲁班奖。

（卢靓 黄燕鸣）

我市建筑企业承建参建项目再获“鲁班奖

6个项目捧回8尊“小金人”

本报讯 12月10日，市医保局照护
保险待遇申请窗口正式对外开放，这标
志着我市《启东市长期照护保险实施办
法（试行）》正式启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的实施，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

“医养融合”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
解决长期失能人员的护理和日常照料难
题，有效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
会矛盾，进一步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据了解，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
能，经过不少于6个月的治疗，符合《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量表》重度、中度评定
标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照护的参
保人员享受照护保险待遇；按照《南通市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评定标准，
6周岁以上符合重度、中度失智标准的参
保人员享受照护保险待遇。

照护保险基金筹集标准暂定为每人
每年100元，其中个人缴纳30元，医保统
筹基金筹集30元，市财政补助40元。基金
筹集采取三年到位的方式，2020~2022
年，筹资标准分别暂定为50元、70元、100
元，个人分别按20元、20元、30元的标准

缴费，其余由财政补助和医保统筹基金筹
集。其中城乡居民医保免缴对象由市财政
全额补助，个人无需缴纳。

本人或其代理人可凭申请人的社会
保障卡、有效的诊断证明和医疗机构病
历管理有关规定的完整病历材料，向照
护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具体申报材
料报送至市政务服务中心照护保险服务
窗口。照护保险待遇申请窗口电话：一分
中 心 ：0513-83269558, 二 分 中 心 ：
0513-83228085。

符合享受照护保险待遇的参保人员，

接受协议服务机构的照护服务，发生的符
合规定的床位费、照护服务费、护理设备
使用费、护理耗材等照护费用纳入照护保
险支付范围，由保险基金按标准支付。

为保障我市长期照护保险制度顺利
实施，市医保局还制定了《启东市长期照
护保险操作规程》，规程中明确市医疗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照护保险的经办事
务，同时委托有承办资质的商业保险公
司参与受理评定、费用审核、结算支付、
稽核调查、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等经办
工作。 （陈天灵）

我市长期照护保险实施办法正式启动实施

缓解失能老人照料难题

认真学习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我市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动员会

扛牢政治责任
全面准确宣讲
本报讯 12月10日下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动员会在市行政中心科技楼召开。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邵茂华参加会议。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上来，推动全市上下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市委决定成立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从12月中旬起到明
年2月份，赴全市各村居、市有关部门、系统开展宣讲。

邵茂华指出，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
要政治任务。各市委宣讲团成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强
烈的使命感，扎实做好学习宣传工作，更好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会明确的各项任务部署上来。

邵茂华要求，各市委宣讲团成员要增强政治自
觉，深刻认清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
大意义。扛牢政治责任，全面准确宣讲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要坚持先学深学，吃透精髓
要义；紧扣宣讲提纲，把准基调口径，紧密联系实际，
确保宣讲实效。要精心谋划组织，高质量完成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宣
讲、抓紧抓实学习培训、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会后，南通市委宣讲团成员、南通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黄正平为与会人员作全会精神宣讲业务辅导。

（黄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