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日上午,江苏东吴人寿保险公司射阳支公司在海通镇团塘村村部开展献爱心活动遥 来自团塘尧射南两个村
的 10个贫困学生分别领取了该公司捐赠的书包尧学习用具尧营养品等物品遥 陈建康 摄

星尚少儿模特是射阳首家
专注于 4周岁以上儿童形体礼
仪的培训机构袁从言尧谈尧举尧
止尧坐尧站尧走尧姿等袁由内而外
的构建孩子强健的体魄尧 优雅
的气质袁 树立孩子的自尊心和
自信心遥 图为完美童模射阳赛
区复赛场景遥

张慎传 摄

因工作需要袁射阳县委政法委现面向全县机关和
参公事业单位公开选调 2名文字综合岗位工作人员
渊行政编制冤遥 选调条件尧选调程序尧报名时间和方式等
事项详见县委政法委 野射阳政法网冶渊http://www.
syzfw.gov.cn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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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上午 8时左右袁 洋马镇北邗
村卫生室门前响起了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
声袁一对年轻夫妻走进卫生室袁向卫生室负
责人温高玉献上一面上书野医德高尚袁热心
为民冶的大红锦旗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遥
一个月前的一天深夜袁 离村卫生室较远的
本村村民张玉洪大爷突发心血管病袁 被家
人送到村卫生室袁 值班的温高玉经过仔细
检查后袁一边给病人实施救护医治袁一边联
系镇卫生院救护车袁 一直把患者连夜送到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袁由于抢救及时袁张大
爷身体恢复了正常袁 故出现了本文开头一
幕遥像这样治病救人的事袁每年在温高玉手
里都要发生几次遥 当地干群都夸温高玉无
愧于野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冶这个美称遥

今年 53岁的温高玉袁中专文化袁中共党
员遥 现为洋马镇北邢村卫生室负责人遥 他自
1981年 7月随父学医袁 至今一直从事农村
卫生工作袁1990年 9 月经省统考合格后取
得乡村医生资格证书袁 他不仅思想素质好袁
工作作风扎实袁待人诚实厚道袁而且业务水
平精湛遥日常中袁该同志能认真学习袁积极宣
传党在农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尧 卫生知识袁

各方面还严格要求自己遥 作为单位负责人袁
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袁做到早上班袁晚下
班袁 多年以来几乎未完整休息过一个节假
日遥 始终把医德作为乡村医生的灵魂袁全身
心扑在为居民医疗健康事业上袁对待本职工
作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遥他视病人为亲
人袁为病人而忘我的工作袁用贴心的服务为
当地群众解除病痛遥在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合
格医生的那天袁就下定决心袁要为人民的健
康奉献一生遥 从事农村卫生工作三十多年
来袁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座右铭遥

2014年 8月的一天袁 村民仇建翠患有
支气管炎尧肺气肿和心律衰竭等疾病袁由于
过度劳累袁病情复发袁呼吸十分困难遥 温高
玉得知后袁放下手中的工作袁急忙联系镇卫
生院救护车袁将病人护送到县医院袁并帮助
病人检查袁办理入院手续袁由于患者家属着
急忘带了钱袁他还垫交了一切费用袁直到晚
上病人一切稳定下来他才打车回家遥 2018
年 6月份一天深夜一点多袁 村民钱勇突然
急性腹痛袁当时由于工作繁忙袁他已有两夜
没有合眼袁接到电话袁他拿起急救箱袁义无
反顾地去了病人家遥经及时救治袁病人转危

为安袁但他还是不放心袁硬是坐在病人床头
直到天亮才回家遥 回到家袁简单洗漱袁又全
心投入了新一天的工作遥 五保老人许秀英
年近九旬袁孤寡一人袁常年患有哮喘袁高血
压病袁生活十分清苦袁无人照料袁温高玉和
妻子吉志亚一起到老人家里给老人喂药尧
打针袁并为老人洗衣做饭袁一做就是八年遥
这种事情温高玉做的太多太多袁 受到广大
村民的一致好评袁国家尧省市县等新闻媒体
都曾对他的事迹作过多次报道遥

乡村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尧
精湛的医术袁 同时还要肩负着本村近 400
名儿童的预防接种尧 妇幼保健尧 传染病防
治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公共卫生一系列
服务项目遥村组刚合并时袁因服务对象相对
分散袁主要集中外出务工袁管理难度大袁地
址信息不详袁 温高玉带领卫生室的几名同
志不厌其烦袁与同事们一起挨家挨户了解袁
通过半年的努力袁 摸清了全村人员的健康
状况和信息结构遥 目前他所在的村无论新
生儿建证袁 建卡还是居民健康检查率均达
到 100%袁各项工作走在全镇前列遥 近年来袁
为创建省级标准卫生室袁由于资金的原因袁

新建卫生室多次被搁浅遥 卫生室建于八十
年代初袁当时结构简单袁现成为破陋不堪的
危房袁为给就医患者安全感袁他主动积极争
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袁 投入二十多万
元袁新建 220多平方的省级示范卫生室遥 从
预算到竣工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袁 他一边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袁 一边监督检查施工质
量遥 目前袁卫生室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袁设
施齐全袁环境舒适袁为全县村级基础卫生条
件起到典型示范作用袁 改善了村民就诊环
境遥温高玉还及时为自己野充电冶袁平时认真
学习业务知识袁对业务技术精益求精袁在工
作中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为民服务本领还
不够过硬袁自费订阅了叶中国乡村医生曳等
杂志袁 将疾病预防手册及时分发给村民学
习袁 三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医疗纠纷
和医疗事故遥

一份耕耘袁一份收获遥 温高玉 2005年
被国家卫生部表彰为 野全国优秀乡村医
生冶袁连续四年被省卫生厅表彰为野省医卫
专家骨干冶袁连续 12年被县镇表彰为野先进
医务工作者冶袁2018 年被评为 野最美射阳
人冶遥

百姓健康守护人
要要要记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尧洋马镇乡村医生温高玉

本报通讯员 冯小雨

本报讯渊通讯员 成麟祥冤今年以来,盘湾港镇坚持分
类施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地区尧不同类型的
情况,因村制宜尧分类指导尧稳步推进,全镇人居环境持续好
转遥

坚持村民主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遥 注重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坚持统筹兼顾,与农村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和生态建设
有机结合, 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尧
农村全面进步尧农民全面发展的突破口遥 坚持久久为功,切

实强化保障,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突出重点,按照野先治脏尧
后整乱尧再添美冶的工作步骤,不留死角野治脏冶,治垃圾尧治
厕所尧治农业生产废弃物;不拖尾巴野治乱冶,重拳出击,依法
依规整治村庄规划混乱尧农村公共空间混乱等现象;不遗
余力野治差冶,从绿化尧硬化尧美化等方面提升村容村貌遥 以
群众为主体,大力移风易俗,落实资金保障,齐心协力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遥

盘湾镇分类施策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永成冤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袁四明镇
结合当前实际袁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监管袁确保三夏生产安
全有序遥

该镇明确一名副镇长为农机安全领导小组组长袁组织
农机监理及其它部门袁对在辖区内田间尧场院等农机作业
重点场所及乡村道路转移的农业机械开展拉网式检查袁特
别针对拖拉机违法载人尧旋耕机上站人尧尾随收割机拾麦袁
收割机作脱粒机用尧酒后作业尧不停机熄火就排除堵塞故
障尧收割机转动部件安全防护装置不全袁改装粮仓等易发事
故行为袁进行重点查处遥 结合检查袁向农机手发放叶三夏农
机作业平安信曳 宣传典型事故案例和农机安全操作规程袁
进一步提高机手安全意识袁同时袁认真做好农机生产安全生
产值守工作袁应急救援演练与事故处置袁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遥

四明镇

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监管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国春冤连日来袁县审计局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学习县纪委尧 县监委编印的廉政教育教材要要要叶忏悔
警示录曳袁并以野知敬畏尧严自律尧尽职责冶为主题开展学习讨
论遥 这是该局认真开展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的一个缩影遥
在组织上抓实抓细遥该局把开展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作

为改进作风尧凝聚力量尧廉洁审计的重要抓手袁坚决反对形式
主义尧官僚主义袁以高质量的活动抓成效袁抓实抓细尧抓严抓
好袁确保审计人员严守纪律规矩袁不断改进作风遥

在举措上保质保量遥 5月份以来袁该局举办野知敬畏尧反
形式尧守底线冶专题讲座袁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尧讨论廉政教育
教材要要要叶忏悔警示录曳曰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参观县廉政教育
馆袁知党史尧感党恩尧思廉政袁使党员干部接受一次直观尧形
象尧生动的党规党纪尧法律法规和理想信念教育曰召开机关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袁围绕野整治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冶主题进行
讨论袁深刻查摆自身不足袁列出问题清单袁自查自纠袁限期整
改曰组织党员干部集体观看廉政教育电影叶特别追踪曳袁进一
步提高党员干部法律素养袁弘扬法治精神袁锤炼党性修养遥
在整体上求深求精遥该局坚持将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与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尧普法教育尧纪律作风建设结合起来袁做到
标本兼治尧源头治理尧整体推进遥 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袁举行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知识测试袁将法律知识培训纳入全年职工
学习教育计划袁举办审计法尧审计准则尧预算法专题培训袁进
一步提高审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遥

县审计局

开展警示教育系列活动

野我们上海金实银康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专业团队袁 通过在射阳本地招
聘护理人员袁进行耶职业道德尧职业守
则尧服务礼仪尧服务技能尧家政服务尧涉
老辅具的使用尧自我安全意识爷等方面
不定期的培训袁旨在培养一批优秀的尧
专业的尧 有爱心的居家养老护理员队
伍袁让长者们有尊严尧快乐健康地生活
着遥 冶 这是近日袁县金实银康老年事业
服务中心董事长郑婕在兴桥镇养老服
务中心举行居家养老技能培训时介绍
道遥

野我们自 2018年初运营射阳县居
家养老服务项目以来袁 得到了各级政
府和领导的认可遥在运营中袁我们从社
会的不认可尧老人和家属的排斥袁到现
在社会的高度赞誉尧 到老人和亲属主
动电话表扬护理员袁 我们员工辛勤的
汗水终于得到了回报遥 冶 郑婕感慨地
说遥

培训现场袁 郑婕认真地做示范遥
野大家注意浴我们扶老人坐上手推车之
前袁首先要检查手推车的安全问题袁看
看刹车灵不灵袁保险带行不行遥 另外袁
扶老人起床的时候袁 有几个细节问题
需要大家注意袁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
下遥 冶郑婕一边认真地做着示范袁一边
耐心地进行解说遥示范过后袁郑总让护
理员结对练习袁自己在一边点评袁让每

一个护理员的动作更规范袁更贴心遥
野今天通过职业道德尧职业操守尧服务礼仪尧居家护

理技能尧适老化辅具的使用尧自我安全意识的保护尧健
康保健营养知识的学习尧 以及怎样预防金融诈骗等知
识的综合培训袁 旨在让农村富余劳动力都能掌握一定
的护理技能袁在服务老人时更专业袁更规范袁让老人活
的更有尊严袁活得更有质量遥 冶郑婕向记者介绍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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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粥一饭袁当思来之不易遥 冶勤俭节约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袁野舌尖上的文明冶更是衡量城市文明的
重要标尺遥 连日来袁记者走访发现袁适量点餐袁不剩菜尧
不剩饭已成为大部分市民的自觉行为袁文明用餐正逐
渐成为共识遥

野服务员袁麻烦拿两个打包盒袁我要把这两份菜打
包遥 冶

6月 2日中午时分袁位于恒隆广场的一家饭馆里袁
张女士忙着让服务员打包剩饭尧剩菜遥

野菜吃不完扔掉怪可惜的袁打包带回家晚上还能
吃遥 冶张女士说袁她们一家四口经常来这家店吃饭袁每
次都是吃多少点多少袁有时候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遥

聊起野光盘行动冶袁餐馆经理刘琴告诉记者袁客人
点菜的时候袁点菜员会根据人数袁提醒客人吃多少点
多少袁杜绝浪费遥 刘琴说院野现在按需点菜的市民越来
越多袁 食客在饭后要求将剩菜剩饭打包的也更加普
遍遥 作为店家袁我们在每张桌子上都设有文明用餐的
标语袁而且还会为顾客免费提供打包盒袁提醒客人将
剩余的菜品打包遥 冶

记者在县城走访多家餐厅发现袁餐桌上浪费食物
的现象大幅减少袁 几乎每家餐馆的醒目位置都挂有
野光盘行动冶的相关海报袁每张餐桌上也贴有野适量点
餐冶的消费提醒袁墙上还贴有文明用餐标语遥

现如今袁很多市民养成了将剩菜剩饭打包带走的
好习惯遥 在解放路上的一家饭店里袁大堂内的 12桌客
人中有 8 桌做到了野光盘冶袁另外 4 桌则将剩菜打包遥
野我们都是按需点菜袁今天 5个人袁六菜一汤足够了遥 冶
市民程先生说院野以前请客怕招待不周袁觉得饭菜多点
一些才有面子袁现在点菜过多时袁服务员就会主动提
醒袁饭菜够吃就行袁勤俭节约永远不会过时遥 冶

“光盘行动”彰显餐桌文明
本报记者 葛静漪 当前，我县已全面进入夏收、夏种、夏管“三夏”生产

阶段，田间机鸣人忙，一派丰收景象。然而，要确保“三夏”
生产顺利进行，必须高度重视“三夏”生产安全。

筑牢“三夏”生产安全防线有很强的必要性。从天气
角度说，夏季气温高，空气干燥，成熟作物的秸秆易起火
燃烧;夏季还易出现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种植
的作物等可能产生灾害。从生产方式角度说，随着机械化
发展，无论是收、种、管，“三夏”生产都更多依靠各种机械
作业，而机械作业存在一系列不安全因素。从人的角度
说，“三夏”生产人们抢收抢种，劳动时间密集紧张，心理
上容易疏忽大意。

那么，如何筑牢“三夏”生产安全防线呢?记者认为，
应从以下四方面做起。一是强化宣传。要做好充分、细致

的宣传，要深入田间
地头，引导所有参与
“三夏”生产及管理
的人员树立安全意
识，保持警惕，防止
各种意外事故发生。二是强化监管。各相关部门加强“三
夏”生产安全监管，重点防止焚烧秸秆和加强农机安全检
查，查违章、纠隐患，杜绝机械作业中发生火灾或伤人事
故。三是强化预案。各相关部门要对“三夏”生产中可能出
现的火情、伤情、灾情做好充分评估，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要有应对安全事故的应急预案。四要强化处置。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相关部门应快速出击，及时处置，将灾害灾情
降低到最小程度。

“三夏”生产安全莫忽视
易木

各镇渊区冤人民政府渊管委会冤袁县
各有关部门院

为加强对 2019 年高考尧中
考期间渊6月 3日至 6月 18日冤
环境噪声监督管理袁保证考生在
高考尧中考期间有一个安静的学
习尧考试和休息环境袁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院

一尧严格控制噪声排放遥 县
城范围内袁 自 2019年 6月 3日
至 18日期间袁 每天 20院00至次
日凌晨 6院00袁其中 2019 年 6 月
7日至 6月 9日和 6月 16日至
6月 18日为全天 24小时袁禁止
下列活动院

渊一冤建筑及装潢施工作业曰
渊二冤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

边界噪声超标曰
渊三冤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

动噪声扰民曰
渊四冤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曰
渊五冤冷作加工点产生噪声

污染作业曰
渊六冤挖掘尧运送渣土产生噪

声污染作业曰
渊七冤在考点尧住宿点附近进

行道路尧桥梁施工作业遥
二尧加强监督管理遥 县公安尧住建尧城管尧交通尧文

旅尧市场监管尧环保等部门要各司其职袁组成联合执法
检查组袁对噪声污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袁对违反法律尧
法规及上述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袁依法严肃查处遥

三尧强化社会监督遥县新闻单位要充分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袁加强对高考尧中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的宣
传报道袁在报纸尧电视尧广播尧网络等媒体上公布举报电
话袁对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遥举报电
话如下院公安部门院110曰住建部门院68035599曰城管部
门院82311001尧82397128渊晚冤曰交通部门院12328曰文旅部
门院82309955曰市场监管部门院12315尧82318370尧曰环保
部门院82332411遥

特此通知遥
射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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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Sheyang Taishang County Bank

详询院0515-82200318尧89201588
地址院合德镇人民西路 17号

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
人客户，投放的具有指定消费用途
（如住房、汽车、大额耐用消费品、房
屋装修、旅游等）的贷款业务。

产品特点：1、授信审批快捷。在
客户授信资料提供齐全后 1-3个工
作日内办结。2、贷款额度期限。贷款
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家庭年净收入的

50％，最多不超过 70％，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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