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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9日上午，“中国好
人”施汉冲骑着三轮车，载着100多斤
青菜和60多斤菠菜前往驻启某部，给
官兵们送去新鲜的蔬菜。为保证蔬菜新
鲜度，施汉冲和妻子陆允辉精心采摘挑
拣，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当天上午，

施汉冲又去田里采了些蔬菜，将每个筐
子装得满满当当。

受疫情影响，一些供菜商无法提供
充足菜源。为让官兵们能够吃到新鲜
的蔬菜，施汉冲与妻子陆允辉商量将
自家种的地皮小菜送过去。从3月初

开始，这已是施汉冲第4次为部队送
蔬菜了，总计送了 400 多斤青菜、
100多斤菠菜。

与此同时，施汉冲得知一些敬老院
购买蔬菜的渠道暂时受阻，为了让老人
吃上新鲜蔬菜，他将自家种的600多斤

新鲜蔬菜送到了近海中心敬老院、近海
基督博爱老人之家、向阳村老年关爱之
家和东海镇大丰镇村托老院，解决了这
些养老院的缺菜之忧。

除了向部队、养老院送菜，施汉冲
还多次为近海镇海界村、东海镇大丰镇
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志愿者送去
奶茶、方便面等暖心物品。他原本想要
值守防疫检查站，但因身体原因不得不
放弃，于是，他就为奋战在一线的志愿
者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融媒体记者 陈和兴 朱俊俊）

“中国好人”施汉冲多次为部队、敬老院送菜

地皮小菜传递浓浓爱心

幸福二村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本报讯 春节以来，幸福二村社区充分发挥疫情阻击战

的“网格力量”，深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网格员通过在小区卡口、宣传橱窗等醒目

位置张贴相关法律法规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地普及相关知
识，提高居民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 （曹春红）

本报讯 常言说，父母是子女最直
接的榜样，有这样一对父子，父亲屡屡
盗窃，锒铛入狱几进宫，儿子依葫芦画
瓢，偷东盗西数次获刑。

50岁的王勇（化名）因盗窃，先
后被判刑7次，行政拘留2次，劳动教
养1次。2019年12月17日因涉嫌盗
窃罪又被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3
月20日，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
王勇以涉嫌盗窃罪提起公诉。而此时

他唯一的儿子王晓磊（化名）也因犯
盗窃罪在市看守所服刑，离刑满释放
还有12天。

因犯同一罪名，同一时间羁押在同
一个看守所的，对于这对父子而言却不
是巧合，王晓磊、王勇曾因犯盗窃罪先

后于2016年8月25日、10月26日被
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拘役五个月、拘役
四个月。虽关押在同一看守所，父子俩
却不知彼此，他们虽劣迹斑斑，却从未
联手共同行窃过。办理过王晓磊盗窃
案，提审过王晓磊的检察人员都能感受

王晓磊对其父亲的恨意，曾向司法机关
提供王勇犯罪线索。1997年出生的王
晓磊，初二辍学，17岁开始频频作案，
年轻固执的他，用错误的行为宣泄这份
恨意，因犯盗窃罪先后7次获刑。
（融媒体记者 俊俊 通讯员 娟娟）

阳光花苑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本报讯 3月14日上午，阳光花苑社区组织“两委”班子

成员召开党风廉政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社区党员干部当好信息员、宣传员、监督员、劝

导员，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落实群防群控工作机制，以实
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黄晓香 陈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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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南通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集中学习（扩大）会召开以来，苏州

“三大法宝”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当前学
习的关键词、必修课，也将成为回答好
新时代南通“发展四问”，谋求启东高质
量发展的“锦囊妙计”。

一、要敢拼，拼出港口开发新天地
进一步拼机遇。当前，恰逢国家战

略江苏新出海口（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
输新出海口）起步工程定位在吕四作业
区。“起步工程”是实施国家战略的一块
试验田，功能规划调整、各项报批审批、
工程招投标建设等许多方面超常规、超
常态、超常人的试验突破，都需要我们
以超常的智慧、超常的举措、超常的行
动来拼争，推进落实好起步工程，为通
州湾主体港区提供有力的支持。

进一步拼竞赛。围绕“一年建设、两

年开港、三年成规模”的目标要求，今年
6月底码头、公路、铁路等必须全面开
工建设。我们梳理形成了“六大工程”责
任体系、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可以说
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涉及到沿海二
市一县一区在比赛，沿海四个作业区也
在比赛，南通、启东相关部门也在比赛。
我们将全力比拼服务、比拼迅速，在比
拼竞赛中彰显吕四港的精气神。

进一步拼考场。如期完成“六大工
程”105项具体工作任务，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考场，需要我们主体实施单位和
相关配合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答好每道
题。我们将拿出时不我待、舍我其谁、事
在人为的决心和勇气答好每道考题，通
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奋力拼搏，用推进

“起步工程”实实在在业绩来拼出港口
开发的一片新天地。

二、要善闯，闯出园区建设新路子
一是拓展港口功能。深刻学习闯出

来的“昆山之路”，围绕港口物流，从开
始争创保税仓库、保税物流园区或出口
加工区向将来的保税港区（综合保税

区）目标闯出一条新路。
二是扩大开放力度。积极借鉴自贸

区政策，扩大开放力度，全力加大新加
坡等经济发达但资源有限国家的招商
力度，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在解决规划局
部调整基础上，在依赖路径、规模目标
等多方面选择太仓港作为比对和追赶
目标。同时在海洋历史问题处置、航道
升等研究、临港产业区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体系创新等各方面都要探索新
体制新机制，通过起步工程来撬动整个
港口开发建设，使吕四作业区真正成为
启东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三、要能干，干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强年

年前进两位”，是南通对启东的时代要
求，也是学习苏州“三大法宝”具体实践
和生动写照。跑好对接浦东第一棒，百
强年年进两位，就要跑出吕四加速度。

要加速对接浦东，抓好招商引资。
派员驻临港新区、外高桥自贸区等园
区，围绕浦东产业布局上下游配套产

业，实现链条式招商。集中力量主攻新
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粮
油加工等产业项目，努力招引一批超百
亿、50亿和10亿元的项目。通过不断努
力，使吕四成为启东重大项目聚集区。

要加快对接上海，做好港口合作。
注重研究港航名企的发展战略布局，
依托南通港口集团、联合苏南港口集
团，积极争取与上海港口集团、临港
产业集团、中远海运集团多种方式合
作，重点解决集装箱资源、航线、港
口运营管理等事关港口发展方向命运
的重大问题，力争从支线港干起，干
成干线港。

要加大项目力度，为百强年年进两
位贡献更多力量。当前，我们要重点推
进华峰二期投资100亿元40万吨已内
酰胺和尼龙6切片项目、三期100亿元
60万吨可降解新材料、华能投资157
亿元80万KW海上风电等项目，通过
一大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不断开工
建设，打造千亿级临港产业基地，干出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敢拼、善闯、能干 跑出吕四加速度
◇吕四港镇党委书记 王裕兵

父偷子盗各自为阵 父进子出轮番入狱

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通 讯 员 孙 鼎

春风拂面，万物生机。当
摘除口罩的人们走上街头，当
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气回归，这
座城市里，还有一群不能回家
的人。他们执守在高墙内，持
续50多天，沉默而坚韧地交
上了一份完美答卷。

1月31日起，全省公安
监管场所启动战时机制实施
封闭式管理。市公安局监管
大队将全体民警、职工、辅警
以及抽调来的民警，分为在
岗执勤和封闭备勤2个组，
20天一个班次，依次轮换。这
意味着，在封闭式管理结束
前，他们一个也不能回家。

大队里平均年龄52周岁

接到战时封闭管理的指
令后，监管大队大队长张冲
第一个在请战书上摁下了红
手印，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
衣物，告别年迈的父母。同一
时间，教导员马永兵在大队
值班，这天恰巧是他父亲99
岁的寿辰，本打算下班后为
老父亲煮一碗长寿面，却没
能回家。

大队里全体人员平均年
龄52周岁，他们每日从早上6
点起，对监区、走道加强消毒，
增加对在押人员身体情况的
检测频次，发放药物，打扫卫
生，处置突发情况，一对一陪
同“远程会见”，直至晚上10
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而巡视
岗位需要24小时执勤。

老民警的忠孝两难全

3月23日，巡视中队中队
长吴卫东已封闭执勤50余

天。“1998年从部队转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2009年1月来到
监管大队。”吴卫东说。此时，他凝望高墙，心里思念着年逾古稀
的双亲。老父亲因心脏衰竭卧床两年，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岳
母年前患了重疾，目前尚在重症监护室救治，危在旦夕。封闭执
勤不知何时结束，老吴心里清楚，疫情不除，他一日不能休。

从奔走办案到“坐看”监控

对于85后民警孙程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战场”。根
据指令，连同他在内的12名青年民警、辅警被临时从治安、经
侦、刑侦等部门抽调至监管大队。岗前培训结束后，孙程迅速
进入巡视岗的角色。“排班不分昼夜，白天6小时一班，晚上3
小时，5个组24小时轮换。有时候轮到后半夜，感觉非常疲
惫，但还是要紧绷神经，盯着监控屏幕不放。”20多块监控屏
幕，盯着一个个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孙程说眼前的屏幕让
他有种如履薄冰之感。

“与以前在经侦队的工作模式不一样”，往常办案抓犯
人，他更多的是天南海北地奔走，如今面对的监管工作十分
单调枯燥。“这更考验着我的细心和耐心。”孙程说。

3月21日下午3点，孙程主动请缨前往如东，参与南通地
区封闭式执勤任务。这一去，至少又是14天……

3 月 22 日-3 月 28 日是第三十三
届“中国水周”。3月24日下午，海复镇
垦牧村组织志愿者清理河道垃圾。据
了解，该村以创建市“生态河道示范
村”为标准，彻底清除河道垃圾，力争
实现河面无漂浮物、河中无障碍、河岸
无垃圾的环境整治目标。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摄

守护一方
水清河畅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
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选人用人
公信度，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要
求，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
前公示。

陆健泉，现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党委书记，兼市老龄委副主任。男，1967年
12月出生，汉族，江苏启东人，大学学历，
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8
月参加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表
现突出，拟晋升为一级主任科员。

林锋风，现任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任、办公室党组成员，汇龙镇南城区街道
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市人大常委会汇
龙镇南城区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男，
1964年10月出生，汉族，江苏启东人，大
学学历，1991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7月参加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表现突出，拟晋升为一级主任科员。

施泽明，现任滨江精细化工园安监局
副局长（中层正职）。男，1981年 12月出
生，汉族，江苏启东人，大学学历，2004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6月参加工
作。拟任园区副科职干部，试用期一年。

黄海霞，现任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中
心主任。女，1978年9月出生，汉族，江苏
启东人，大学学历，2005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7年8月参加工作。拟任园区
纪工委书记。

公示时间：2020年3月26日－2020
年4月1日。对公示对象有何反映，请于公
示期间与市委组织部联系。

联系电话：0513－83712380；联系地
址：启东市汇龙镇世纪大道1288号启东市
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编：226200；监督
信箱：qd12380@126.com。

中共启东市委组织部
2020年3月25日

启东市市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广大市民朋友：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到
了一年中草长莺飞的清明时节。作为中国最
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是缅怀英烈、悼
念先人、寄托哀思的重要时节。但是，今年是
特殊的一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入决胜时期，因
此，我们在这里倡导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
风，文明祭祀，让清明更清明。

一、破除陋习
摒弃封建迷信，反对大操大办，反对大

肆焚烧迷信用品。自觉抵制大肆燃放烟花爆
竹、沿路抛撒冥币等不良行为。杜绝在小区、
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焚烧纸钱香烛，严防
火灾等安全事故。

二、树立新规
全力实施殡葬改革，严禁乱埋乱葬和

坟头硬质化，推行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发
挥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的作用，提倡丧
事简办，弘扬勤俭节约、厚养薄葬。倡导形
成不大摆宴席、文明节俭的丧葬新风。

三、厚养薄葬
提倡孝老爱亲，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

德，对老人多尽孝道。传承优良的家风家训，
追念先人品德，弘扬文明家风。通过追思先
人、植绿插柳、应时而食等传统形式，感悟和
传承清明文化。

四、文明祭祀
清明期间不举办任何人员聚集性现场

祭祀活动，不得举办迷信活动。提倡通过网
络祭扫、居家追思、鲜花代祭等现代文明的
方式寄托哀思，缅怀故人，广大群众还可以
关注“启东民政”或启东百业网微信公众号
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参与网上公祭等活动。

五、党员垂范
全市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做文明祭祀的先行者、带头人，积极向亲朋
好友及身边的群众宣传移风易俗，倡导新时
代厚养薄葬新观念，从俭办丧、生态安葬，不
封建迷信、不铺张浪费。

广大市民朋友，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文
明创建，点滴可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全市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推进殡葬改革
引领者和移风易俗的践行者。保护好自身和
家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就是对逝者最好的
告慰。让我们每一个人，文明祭祀，从我做
起，带动身边人，带动新风尚，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启东市文明办
启东市民政局

2020年3月23日

倡导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陆醒女遗失启东市新城万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项目名称：

启东新城吾悦广场—住宅（预收
款），发票号码：00450261，金额：
699575元。声明作废。

遗失
启事

▲启东晨北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已开业。地址：
城北跃龙路2号（可定位导航）。电话：69813332

▲启东承东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地址：东郊二
手车市场西隔壁。电话：69813331

验车
方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