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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民航全行业
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增长7.7%

今年 1月至 7月，中国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同比增长7.7%，完成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8.7%。

7月份，受暑运客运高峰带动，航空客运市场恢复两位
数增长，同比增长10.2%，同时在外贸情况良好的带动下，
航空货运市场增速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4.2%。7月份，
全国航班正常率 74.42%，天气原因占全部延误航班的
56.47%，同比基本持平。

多达20城二手房价格下跌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7月份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
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不同程度地回落或相同。其中，二
手房方面，有多达 20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包括北京、天
津、三亚等。

英国工资增速达11年来最快
跑赢通胀率 就业也乐观

今年上半年，英国工资增速达11年来最快。英国国家
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不包括奖金的基本收入增速达
3.9%，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另外，英国就业率预计达
76.1%。英国国家统计局说，整体而言，英国就业人数达
3281万人，创历史纪录。这一数字同比增加 42.5万人，主
要归功于更多人找到全职工作。不过，今年4月至6月，失
业率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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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邱
天宇）近日，南通高新区将一场人才
政策宣讲送到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
司，提高了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
公司经理关维艺表示，这场宣讲就
像“及时雨”，为企业释疑解惑，企业
也更有信心、有底气去招引高层次
人才。

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
源。南通高新区上下牢固树立强烈
的“人才意识”，从政策引才、项目育
才、环境留才三个层面精准发力，力
求人才引得进、育得出、留得住。

作为南通唯一享有省市区三重
人才叠加政策及科技部专项扶持政

策的园区，南通高新区人才创新创业
政策优势凸显。沃太能源自2012年9
月落户以来，累计享受各级各类扶持
资金 1600多万元。公司现已成长为
一家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专注于
提供先进分布式光伏产品、储能产品
及智能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
技术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
区。沃太能源核心研发团队成员袁宏
亮、王珺、张新艳、林栋等入选江苏省
科技创业类“人才双创团队”。

近年来，南通高新区不断加大科
技人才对接力度，引进沃太能源、沃德
材料等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科技企
业，截至目前，已获评江苏省“双创计
划”近 50人次，南通市“江海英才”90
多人次，人才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产业发展才能引来人才集聚，项
目合作才能带来人才汇集。南通高新
区紧扣“一主一新”产业发展，积极引
导骨干企业与高校院所展开紧密合

作，培育产业人才。
雄邦压铸作为南通高新区引进的

大型压铸龙头企业，2018年纳税超 1
亿元，其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广泛应用
于宝马、奔驰、特斯拉、大众、沃尔沃、
奥迪、福特等汽车品牌。公司2012年
与江苏大学联合成立“雄邦压铸—江
苏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研究中心”，又先
后与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推动
企业精密压铸技术的进步，特别是
2015年采用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
高真空压铸技术生产的特斯拉车门被
评为中国优质铸件金奖（特别奖）。

依托产学研项目合作，提升雄邦、
鸿图等骨干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同
时，南通高新区还为企业培养和储备
了一批应用型技术人才，为企业发掘
和引进高端研发人才打开了绿色通
道。

南通高新区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

态，加快创新载体建设，近百万平方米
科技综合体陆续建成。江海智汇园作
为南通高新区科技创新、孵化加速的核
心载体，总投资近 15亿元，建筑面积
31.8万平方米，人才公寓、健身休闲中
心、员工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为入园
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活配套。

江苏华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签约落户，研发团队仅用一年时间就
发布了HC5001存储主控芯片及应用存
储解决方案，打破国外垄断。作为一家
在江海智汇园内注册成立不满两年的
企业，华存能取得如此成绩殊为不易，
这得益于其拥有良好的企业人才架构，
也离不开园内提供的良好的工作环境、
舒适的生活环境、便利的配套设施。目
前，创新载体集聚了多家研究院所，创
新创业项目超百个，其中不乏华存、元
勋、华闪等一批科技爆发力较强的人才
科技企业，为南通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政策引才 项目育才 环境留才

南通高新区聚力打造人才“强磁场”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前几天，
家住金新街道正场村的高炳林老人
享受了一次“鑫汇养老”提供的线下
服务。上午九点，助老员丁玉霞按
照平台分配来到高炳林家中，开始
为老人进行定制服务。扫地、洗碗、
换席子……丁玉霞一项一项按照服
务要求尽善尽美地完成。

高炳林老人今年80岁，自从十
几岁患上精神疾病后，生活就不能
自理，这些年来一直由妹妹高琴照
顾。四年前，他又中了风，对于高琴
来说，照顾哥哥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个子很大，我平时自己一个人照
顾特别费劲，这个志愿者来了，就和
我一起配合，帮他翻身，帮他换尿不
湿，这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我很感谢

这位志愿者。”
“这是我今天的第二单了，早上七

点的时候，我按照派单去百家花苑那
边帮一家老人洗了碗，打扫了水池。
那边一结束我就过来了。”丁玉霞边叠
衣服边说。

中午十一点，给高炳林喂完了水，
丁玉霞的服务算是全部完成了，收拾
收拾东西，她和高琴打了声招呼离开
了。

“丁玉霞这样的助老员，我们站有
6名，平均每人每天跑三到四户人家，
一个多星期，我们站已经服务了120多
户老人。”南通鑫汇养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金新街道站长张红梅介绍，目前
金新街道线下的服务对象有467户。

今年，我区把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列入民生实事工程，积极打造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平台。6月，覆盖全区
的“安全便捷、服务周到”的居家养老
服务呼叫网络体系进入试运行。8月
1日，全区“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正
式上线。

“喂，叔叔您好！您需要哪项服
务？”8月 9日上午 10点，在区智慧养
老呼叫中心，话务员吴李玲正在处理
服务订单，根据老人的需求，从系统后
台给助老员派单。鑫汇养老公司业务
部职员张玲娅表示：“每位老人的月累
计服务时间是两个小时，这个月没有
需求的话，服务时长可以累积到下个
月。”

通过前期免费发放的手机，老人
们只需一通电话，就可实现紧急救援、

远程定位、家政服务等多项功能。助老
服务人员根据智慧养老呼叫中心的指
令、调度派工单，定期上门为服务对象
提供个性化的具体服务。服务完成后，
话务员还会通过电话对老人进行服务
满意度回访。

张玲娅说：“8月 1日到现在，我们
的助老员已经服务了 1612位老人。每
天呼叫中心能接到电话 200多个，每天
主动给老人进行关爱服务和电话回访
900多个。整个平台现在运行良好，老
人的满意度也非常高。”

这些天，季扬忠一直忙着给收来
的油菜籽去杂，准备卖给油坊榨油。
季扬忠是个农民经纪人，从事粮食收
购个体经营。

其实，季扬忠还有个身份：东社
镇五马路村党总支副书记。虽是村
干部，但村民们还是喜欢叫他“老
季”，因为老季土生土长在五马路村，
更重要的是，大家认可老季，看到他
就觉得亲切。

村民都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咱们村致富这趟车不光跑起来了，
而且还挺快，还是因为咱们有个好的带
头人。”这个带头人就是季扬忠。

原先，五马路村村民收入水平低，
村集体经济薄弱。2011年成为村干部
的季扬忠夜里睡不着觉：年轻人出去
工作，留在家里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
村里五六千亩地没人种，又没什么收
入来源，怎样才能提高村民收入？

想来想去，季扬忠拿出多年积
蓄，承包了650余亩地，自己种植一部
分大棚草莓和大棚蔬菜，剩余的流转
给外地人种植，让老百姓坐在家里拿
租金，同时又给本村有劳动能力却不
能外出的村民提供了工作。这样一
来，村民的钱袋子鼓了，村集体经济
发展带动了。其实最初村民们并不
放心，担心万一外地老板效益不好不
给租金就跑路怎么办？针对这些问
题，村里多次召开会议，制订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给村民吃了“定心丸”，
最终，村民们把地流转出去了。去年
村里人均收入 2.1万元，比前年增长
9%，比刚流转土地时增长了20%。大
家都高兴了：“老季，信你没错的，就
是辛苦了你。”“我是村干部，又是党
员，不是应该的嘛！”老季呵呵地笑。

季扬忠是做粮食收购起家，每到
收获季节，看到群众因阴雨天气面临

收割难、晾晒难等问题，导致粮食霉
变，损失较大，季扬忠皱起了眉头。
他发动党员将村里废沟呆塘填平，自
掏腰包200多万元，购买了烘干设备，
建设了五马路村烘干中心，每日烘干
粮食不少于 90吨，为近万亩农田服
务，解决了村民们的大难题。他还为
家庭较困难的群众免费服务，受到老
百姓的欢迎。季扬忠真诚地说：“建
设烘干中心时，并没有考虑赚钱，就
是想着能方便老百姓。”

季扬忠这个“领头羊”感动了村
民，现在烘干中心越做越大，就连启
东、海门等地的村民也慕名把粮食送
来烘干。

村党总支是村民的“主心骨”，而
党员干部的形象直接影响党在人民
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季扬忠在抓好
经济建设的同时，还狠抓精神文明建
设，首先把班子建好，他自己更是严

于律己，从不浪费集体的一分钱，更
不以权谋私。同时建立了帮扶对子，
加大了对本村贫困户的帮扶力度。
村里有个困难户叫马汉平，年轻时因
意外导致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妻子
精神二级残疾，儿子在上学，家里几
无经济来源，一直生活困难。老季先
帮他家把五六亩地流转出去，每年增
收五千多元，平时还经常上门，帮忙
干活，送去生活用品等。马汉平总是
庆幸地说：“要不是老季，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季扬忠时常说：“既然大家
信任我，我就要为大家服务好，充分
发挥党员的‘双带’作用，做一个有情
有义心系百姓的带头人。”

记者徐艳梅

一通电话搞定所有服务

“互联网+智慧养老”平台运行良好

季扬忠：有情有义的带头人

十总镇白鹭湖庄园景致优美，被
评为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近
年来，我区在大力开发观光度假游、
文化休闲游、工业购物游的同时，积
极打造具有通州乡土特色的乡村旅
游，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乡村旅游景
点迅速崛起，一些富有特色的精品乡
村旅游线路基本形成。

卑多敏 丁一倩 摄影报道

乡村旅游
亮点纷呈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8月 15日下午，区委副书记虞越
嵩就我区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

虞越嵩首先来到金新街道碧堂庙社区，实地察看了党建
领航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等处，详细了解了社区基层党建
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碧堂庙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挥社区党
组织核心作用，广泛吸纳驻区单位、非公企业党组织代表成
立“社区党建共治会”，通过建立民主联商、项目联建、责任联
评的“三联”机制，开展组团式、菜单式、一站式、专业式、互助
式“五式”服务，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在金沙街道虹西村，虞越嵩仔细察看了党建领航服务
站、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并认真听取了街道、村有关负责人
的工作汇报。近年来，金沙街道党工委坚持以“一创三争”活
动为载体，围绕“班长抓班子，班子带队伍，队伍强执行，执行
显实效”的思路，紧扣区委“1+4”工作体系，制订村(社区)年度
考核办法，建立季度“扛红旗、亮黄牌”工作机制，推动一把手
树标杆、强班子带队伍、抓队伍强执行，激励全体党员干部争
当“三好”干部。虹西村积极构建以村党总支为核心、党群服
务中心为载体、村干部为先锋、党员志愿者为主力的“四方联
动”特色邻里小组“微治理”模式，推行党员分类管理机制，实
施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创新建立邻里服
务站，有效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服务水平。

虞越嵩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
希望各地切实抓好思想建设工作，加强理论武装，不断凝心
铸魂，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想，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着力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区领导调研基层党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