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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
赛江苏赛区获奖名单揭晓

启中3名学生
喜获一等奖
本报讯 9月25日，省物理学会公布2020

年第37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江苏赛区
一等奖名单，启东中学3名学生上榜，我市上榜
人数占南通三分之一，位列南通第一。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是由中国科协领
导，中国物理学会主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愿参加的群众性课外学科竞赛活动。各项
活动得到教育部的同意和支持。竞赛的目的
是促进中学生提高学习物理的主动性和兴
趣，改进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促进学校
开展多样化的物理课外活动，活跃学习风气；
发现具有突出才能的青少年，以便更好地对
他们进行培养。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是全国五项学科竞
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林匹
克竞赛）之一。一般来说，五项学科竞赛生具
备更突出的学习能力，其知识储备和学科思
维在“综合评价”“强基计划”校测时具有较大
优势，如今多元录取已经成为考生进入高层
次大学的升学通道，在五项学科竞赛中获奖
对于升学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季则）

本报讯 日前，市
政务服务代办中心仅用
2天时间，便为宝宝幼
儿园取得了用地规划许
可证和土地证，实现用
地手续的“双证”齐发。

新建改造幼儿园项
目是我市重点民生实事
工程。为保证宝宝幼儿
园项目按时开工，代办
中心提前联动镇和市大
项目办，为幼儿园办妥
项目模拟审批服务联系
单。随后，又第一时间为
其提交用地规划许可证
材料，协调审批窗口加速
审批，当天就获取用地规
划许可证，并于次日顺利
获取土地证。

成功代办宝宝幼儿
园项目，是市政务服务
代办中心今年以来代办
帮办的第30个民生建
设项目。为促使各类民
生实事工程早日落地生
根，代办中心精心为各
项目制定“四对”报批方
案，以超前、优质、全面
的代办帮办服务，实现
民生实事项目在最短时
间内开工建设。

“四对”报批方案，
即全程跟进“一对一”，
代办中心为每个项目量
身定制个性化服务方
案，通过提前介入、预审
资料、全程跟踪、及时协
调等方式，把各种审批

“梗阻”消化在资料准备
过程中；上门服务“面对
面”，代办中心前移审批
关口，实行一线工作法，
代办员根据企业需要手
把手指导，以尽早完成
在线申报等网上操作及
线下纸质材料准备工
作；线上线下“点对点”，
代办中心除了面对面辅
导，还为每一个代办项目建立微信专群，提供
24小时跟踪服务，及时答疑解惑；报审同步

“指对指”，在完成以上工作环节后，代办员把
报批时限接力棒递交至审批窗口。得益于前
期的充分准备及堵点难点的提前解决，审批
窗口审核时长大大压缩，实现了申报与审批
在“指对指”间的无缝对接。

以“四对”确定代办帮办工作方案，以“双
证”齐发等审批成果实现打通报批“最后一公
里”。今年以来，市政务服务代办中心先后接
受宝宝幼儿园、市一中、折桂中学、实验小学、
少年宫等多所教育机构，茅家港、秦潭、决心、
惠萍、少直5家卫生院以及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作养老院、光华康养中心委托，为30个民生
建设项目提供全流程手续报批服务。

（通讯员 黄筱羚 郭森）

﹃
四
对
﹄
定
方
案
﹃
双
证
﹄
齐
发
放

市
政
务
服
务
代
办
中
心
服
务
民
生
建
设
项
目
手
续
报
批
全
流
程

启东市统计局宣启东市统计局宣

融媒体记者 黄玉叶 陈雷

【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新建社区（村）
居家养老服务站53家，目前已基本完成。

【现场直击】 9月27日上午，在文汇新
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老人们或在阅览室
挥毫泼墨，或在棋牌室休闲娱乐，或在休息室
闭目养神，享受着悠闲安适的晚年生活。

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原居养老”，是
大多数老年人的理想生活方式。截至目前，
文汇新村社区共有556名60岁以上老人，
其中孤寡老人30名、特困老人18名、病残
老人5名、空巢老人24名。为打造“家门口”
的养老院，文汇新村社区成立了居家养老

服务站。服务站分为活动室和阅读空间两
个部分，包括日间照料室、图书电子阅览
室、心理疏导室等服务区域。

64岁的朱奶奶每个礼拜都要来服务
站的活动室和大家一起跳健身舞。“自从在
这里加入了‘心连心艺术团’，一有时间我
们就相约排舞蹈、打腰鼓，渐渐地腿脚更灵
便了，精神也越来越好了，感觉整个人都年
轻了许多。”朱奶奶告诉记者。

95岁的黄周珊老人就住在居家养老服
务站附近，因双目患疾，日常生活多有不
便，他通过电话呼叫了居家养老服务站的
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他们帮我做饭、打扫
卫生，还为我理发、剪指甲，陪我聊天。晚年

生活能有人作伴，我感到很知足！”黄周珊
老人对这样的“点菜式”服务表示满意。

让黄老最为欣喜的是居家养老服务站
“医养结合”的服务特色。服务站成立了医疗
志愿者服务队，服务队定期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量血压、康复理疗、健康咨询等服务。此外，
居家养老服务站所提供的助餐、助洁、助医、
助行、护理探望等多种服务，更是为周边有需
求的老年人居家养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据文汇新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负责
人陶燕子介绍，今年以来，该服务站重点聚
焦失能、失智、失独、高龄和独居老年人群
体，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亲情关
怀、文化娱乐等各项服务，保障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百姓心声】“居家养老服务站环境整

洁、服务周到、医养结合，关键还就在家门
口，我们都很满意。”89岁的失独老人施珍告
诉记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自己一个人生
活显得越发力不从心。今年，她注意到家门
口建起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采取医养结
合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既有专业
护理，又有亲情照顾，她感到很开心。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启东华滋能源
成功中标中交一航局海上风电单桩施工稳桩
平台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这是该公司第二
次获得一航局稳桩平台订单，也是该公司在
海上风电稳桩平台系列承接的第5个项目。

今年以来，中交一航局不断提升海上风
电单桩施工能力，据了解，本次中标的海上
风电单桩施工稳桩平台主要作业海区为浙

江苍南、广东甲子海域，可同时满足两个以
上不同水深海域的作业环境，同时可兼顾我
国其它海域作业。施工过程中，可利用平台
上推力为200吨的顶推液压缸进行调正、稳
定以及纠偏等作业，上下两层抱桩器均为独
立控制，能充分保证整桩入泥的垂直精度。

华滋能源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天然气
能源、化工和海洋工程行业提供创新的油

气储运解决方案及大型特种装备设计制造
的工程公司。近年来，该公司开发、交付了
系列化的LNG/LEG/LPG液罐及液货系
统、压力容器、港口机械等产品，不断实现
技术创新，为客户提供各类优质产品及服
务。与此同时，近年来海上风电产业迎来政
策红利，公司依托优异的设施设备资源、丰
富的建造管理经验以及区位优势，进军风

电行业。自2018年以来，公司持续加大技
改投入，提升风电项目生产能力。

据悉，此次中标项目是华滋能源与一
航局继华能启东H1/H2风电单桩项目后
的又一次合作，也是双方在海上风电建设
领域加强合作的新起点。华滋能源将打造
国内海上风电稳桩平台标杆，助力海上风
场建设。 （通讯员 黄海）

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黄欣美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
柔，蓝天白云飘逸，让人不由得身心愉悦。
走在大街上，刚洒过水的马路倒映着阳
光，和沿路的五星红旗相交辉映，让人看
着好不舒心。从惠萍镇大兴镇村乘坐公交
车来到市区的潘菊芳感慨道：“上车人人
守秩序，车上人人讲卫生，市区街道干净
又漂亮，真是看看都欢喜。”

启东创文的成果又何止于此，它已成
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9月28日中午11点，交通高峰期即
将到来。市区人民路公园路交叉口的那间
约4平方米的小岗亭内，市交警大队城区
一中队指导员袁健健正在做上岗前的准
备工作。袁健健所在路段的交叉路口是全
市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位于市中心商业
区，附近有两个公交车站点和1个大型超
市。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车流在他身边川
流不息。

“东西向流量加大，视情况，阶段放
行。”突然，对讲机里传出指令。“收到！”没
有片刻耽搁，袁健健一路小跑至路中央，

“啪”地立正，抬起手掌，打出“停止通行”
的手势，拥挤的车流立刻被截断。“每天都
很忙碌，但乐此不彼。”袁健健说，“这两
年，市民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文明交通
渐成风尚。”争道抢行、随意超车、乱停乱
放的现象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礼让行
人、依次等候、有序停放。

55岁的宋沈娟当环卫工人已经有7
个年头，她负责的路段是长龙街至长兴街
路口，全程500米。“每天4点半上班，清
扫沿街路面，清理果壳箱、垃圾桶……一

天要来来回回清扫4遍。”宋沈娟说，虽然
工作很累但看到干净整洁的街道，她感觉
乐在其中。中秋节即将来临，宋沈娟许下
自己的小愿望，“我就想启东越来越美，道
路美，景色美，我们做保洁的环卫工人也
更自豪。”

下午四点，家住世纪家园的陈一珺又
准时来到和睦幼儿园接儿子放学。陈一珺
的儿子就读于和睦幼儿园大（2）班，根据

防疫要求，大班幼儿的放学时间为4点15
分，陈一珺和班里其他家长一起，来到班
级指定区域排队等待。“以前放学接孩子
时校门口乌泱泱围了一大群人，车子乱停
放经常导致路口交通堵塞。”陈一珺告诉
记者，“现在家长们都自觉有序停车、按序
排队，既为自己和他人提供了方便，也给
孩子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王德冲所在的小区是个老小区，作为

社区关工委负责人，王德冲一方面带领小
朋友学习创文知识，积极参与创文志愿活
动；另一方面多次带头清扫楼道、清理小
广告。最近他还加入了一个“创文突击队”
微信群，发现有乱停车、乱堆放垃圾等现
象，随时在群里交流。

王德冲每天晚上外出散步，感受灯光
下美丽的东疆小城，看看各色各异的文化
街景，感到别有一番风味。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连日来，记者深入城区各地发现，美丽的城市环境让美好的
城市生活变得可感可触——

启东，随时随地都是“美时美刻”

华滋能源再获中交一航局海上风电稳桩平台订单

海上风电施工添国产“神器”

我市全力推进社区我市全力推进社区（（村村））居家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养老服务站建设

幸福晚年幸福晚年 近在咫尺近在咫尺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潘杨摄潘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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