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小镇跳伞热
5月12日，在建德航空小镇驼峰

跳伞基地，跳伞教练带着体验者登

机。随着气温升高，浙江建德航空小

镇迎来大批体验高空跳伞的游客。自

2017年7月启动华东地区首个高空

跳伞基地以来，跳伞体验已成为小镇

最热门的旅游项目之一，2018年共

接待游客4000余人。据介绍，近年来

航空小镇旅游业态日渐丰富，主题乐

园、高空跳伞、直升机低空游览、热气

球观光等带火旅游经济。2019年至

今，小镇接待游客42.7万人次、营收

1511.7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9.2%、43.5%。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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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

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做好民生

工作，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近年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指引下，民生改善快步向前，社会事

业改革凸显成色十足的“含金量”，为百

姓送上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

惠，也带来热腾腾的希望。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一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业

态和企业面临转型甚至淘汰。同时，世

界经济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不可避免地

给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经济带来一定

影响。民生保障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应

对挑战，顺应人民新期盼，推动保障和

改善民生取得更大成效，是在新时代必

须答好的“民生考卷”。

坚持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人民

向往美好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各级党委

和政府当以百姓心为心倾听百姓心

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

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

据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持续改善

民生有机统一起来确保发展前进一

步民生改善就跟进一步
坚持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领

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之

于民。不仅要放下架子，端正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也要扑下身子，全

身心投入到为人民谋幸福之中；不仅

要迈开步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了解民生疾苦，也要甩开膀子，动真

碰硬，真抓实干，带领群众用勤劳的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做人民的勤务

员，当以人民福为福，从小事做起、

从细节入手，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把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

成效的标准，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

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福为福，既

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面对保障

和改善民生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唯有不

忘初心、将心比心，才能赢得民心、创造

幸福。 （新华网）

以百姓心为心 以人民福为福

41载初心不改
78岁老人的“志愿人生”

个头不高、满头银丝、嘴角挂笑、精
神矍铄，这是段华胜给人的第一印象。

今年78岁的段华胜是江西省萍乡
市链条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也是萍乡市
志愿服务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志愿服
务者。

41年里，段华胜的志愿服务时间累
计超过5万小时，先后帮助了600余名
帮教对象告别过去、走向新生。

“当一些孩子误入歧途时，如果没
人伸手拉他们一把，他们很可能就此消
沉下去，这样一辈子可就毁了。”段华胜
走上志愿帮教之路，是出于一名父亲对
孩子的爱。

母亲早年因病过世，父亲入狱服刑
……1978年，16岁的邻居女孩小丽因染
上小偷小摸的恶习被送劳教。

“当时在这个 16岁花季女孩的眼
里，没有阳光，只有愤懑、绝望与敌视。”
段华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趟趟自
费购买衣物、水果和书籍地关心探望，
一次次真诚沟通和耐心开导，段华胜逐
渐唤回了小丽脸上的灿烂笑容和眼中
的光。

“我看着他们流下悔恨的眼泪，就
想着帮帮他们，因为我相信有爱的人才
不孤单。”为帮助失足人员找寻生活的
信心和勇气，段华胜从此开启了他的

“志愿人生”。

放弃休息给帮教对象写去谈心信
件、省吃俭用给帮教对象送去生日礼
物、不辞辛苦赶赴狱中探访慰问……因
为他的“另类”，段华胜很快就在萍乡当
地变得“小有名气”。

“退休多年，却每天早出晚归不着
家；儿孙满堂，却难有时间享天伦之
乐……”在江西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
藕塘边社区，这些段华胜的“家事”，
社区居民们都能说上几段。

“监狱里的人连家人的话都不听，
你去管有用吗？外面的人说你傻就算
了，还怪我们做子女的不孝顺！”在很长
时间里，段华胜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家人
的理解。

为了省下钱来开展帮教活动，家境
一般的段华胜对自己特别“抠门”。

“父亲平时极少添置新衣，一辈子
没穿过好衣服。”说起段华胜的“抠
门”，女儿段斌钰深有感触。“在70岁
生日那天，我们给他定了套1000多元
的西装，结果老爷子愣是找到店主换
成了三件衣服，并将其中两件送给了
一名刑释人员做‘新郎装’。”段斌钰
说。

“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工资只有40
多元，一顿早餐1毛2到1毛5，这样一个
月下来，可以挤出3-4元。”为自费替帮
教人员给家里寄送生活用品，段华胜曾

因长期不吃早餐而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41年里，段华胜就这样通过一点一

滴的积攒，累计对帮教人员无偿资助达
8万余元。

“母亲在一次整理房间时，无意发
现了父亲抽屉里的厚厚一沓信件，都是
服刑人员寄来的。”段斌钰说，信里真挚
而动人的情感流露，让家人终于理解了
爸爸的良苦用心。如今，当初的“问题少
女”小丽早已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她的
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段华胜
的真情付出为一大批失足人员铺就了
一条条温情回归路。

2011年，萍乡市司法局设立了江西
省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段华胜工作
室”；2014年，“段华胜禁毒戒毒工作室”
成立；2015年，在段华胜的发起下萍乡
市禁毒志愿者协会成立……从41年前
的“单枪匹马”到现在的超过万名注
册志愿者，越来越多的人在段华胜的
感染下加入到志愿帮扶的队伍中来。

“能再次见到他们眼里的光，我很
欣慰。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影响带动更多身边的人，我会一直做下
去。”段华胜脸上一直挂着笑。（新华网）

5月12日，在杭州城北体育公园

边，柳叶马鞭草进入盛花期，开成了

一片紫色花海，吸引着许多市民在花

海里惬意徜徉。 （新华网）

城市花海

活力运动
快乐童年

5月12日，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

小学学生在运动会上参加“传大球

接力”比赛。

当日，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

学举行校园运动会，全校2000余名

学生通过参与十余项团队特色体育

活动，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新华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进行真机验证

5月 13日，在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厦门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准备执

行试飞任务。

当日，4架大型客机依次在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跑道上平稳降落，标

志着北京新机场完成首次真机验

证。 （新华网）

公 告
大营镇大营村一组在2018年土地确权由于代表

误录把一组原宗地南垛录入，因此地块在2006年一
次贴补结清不予确权，现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李玉国 身份证号码：321083196806142096
编码：00119 实测面积：1.22平方米 合同面积：
0.94平方米 土地编码：3212811262000100119

李 玉 忠 身 份 证 号 码 ： 321083196206112096
编码：00120 实测面积：1.4 平方米 合同面积：

0.91平方米 土地编码：3212811262000100120
李玉兴 身份证号码：321083196512072096

编码：00121 实测面积：2.04平方米 合同面积：
0.76平方米 土地编码：3212811262000100121

张建艮 身份证号码：3210831956609232098
编码：00122 实测面积：3.56平方米 合同面积：
3.3平方米 土地编码：3212811262000100122

大营村村民委员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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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宋丛华兴化市北水关1-

307室由兴化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开票日期：
1996年1月16日；发票号：0000679；
金额：19982.75元，声明作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体育
彩票杯”第十一届中国兴化全国国际象
棋锦标赛（个人甲组）5月13日结束了第
三轮的比赛，温阳以2.5分在男子组独自
领跑。女子组中，宁凯玉、黄茜和肖依依
同积2.5分并列积分榜榜首。

男子组中，卫冕冠军温阳以2胜1和
积 2.5分独自领跑。在首轮弈和许翔宇
之后，温阳最近两轮连胜徐译和李师
龙。许翔宇和徐英伦同积 2分，紧随其
后。赵骏、刘言、白金石、卢尚磊和赵元
赫同积 1.5分。与年轻人同场竞技的国
家队教练徐俊前两轮分别弈和上届亚军
和季军白金石和刘言，今天第三轮负于
徐英伦，目前暂积1分。

女子组有三人并列积分榜第一集
团。宁凯玉、黄茜和肖依依同为2胜1和
积2.5分。宁凯玉和黄茜首轮相遇激战成
和，最近两轮，宁凯玉连胜沈阳和朱锦尔，
黄茜则相继拿下张岚琳和郭琦。肖依依
首轮弈和卫冕冠军翟墨后，最近两轮接连

击败了楚若桐和倪诗群。前两轮连胜的
朱锦尔第三轮首遭败绩，负于宁凯玉，目
前以2分排名第四。楚若桐、任肖伊、沈阳

和郭琦同积1.5分。上届冠军翟墨前三轮表
现一般，除首轮弈和肖依依之外，最近两轮
连续负于郭琦和楚若桐，目前仅积0.5分。

国象全国个人赛三轮战罢：

温阳宁凯玉分别领跑男女组

一、参保须知
1.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灵活就业人员：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
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或市人社局征缴大厅办理
参保手续；

2.续保人员：失业后以灵活就业方式续保的人员，
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及时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
劳动保障服务所或市人社局征缴大厅办理续保手续；

3.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参保人员参加社会保险
后不得退保；

4.参保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缴纳社会保险，不计算
缴费年限；

5.参保人员应适时登录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了解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查询缴费
情况。

二、二Ｏ一八年度（2018年7月－ 2019年6月）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标准

三、缴费与查询方式
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到兴化农村商业银行或者建

设银行各城乡网点柜台缴费、到建设银行开通网银通
过建行手机APP缴费、到市人社局缴费窗口缴费。

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情况可通过注册和登录泰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办事大厅进行查询、通过
行政村“德生宝”便民服务终端机（小黄机）查询、到所

在地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查询或者前往市人社
局征缴大厅查询。

四、特别提醒
为了您的社会保险能及时缴费、待遇正常享受，以

下事项务必请您多留意：
1.养老保险务必于每年7月至次年6月期间缴纳该

段时间的保险费，逾期不可补缴。
2.医疗保险按年缴费的，须在每年7月至9月期间缴

纳；非按年缴费的，应提前一个月缴纳。停保超过一年的，
不可补缴，视为重新参保，执行待遇等待期相关政策。

3.每年 6月 29日至 7月 1日三天为年终结转，不可
缴纳社保费。

4.缴费时须提供个人编号。新参保人员，参保时由
经办机构提供个人编号，已缴费人员可通过缴费票据
提供个人编号。

5.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
参保人员，须携带身份证到人社局基金征缴科办理延
期缴费手续。

6.养老保险退休手续办理完结后，请及时到征缴服
务窗口办理医疗保险退休手续，缴纳一次性费用或申
请以在职人员的方式继续按年缴费。服务电话：
83242506 83253379

兴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5月6日

重要提醒
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业务年度灵活就业

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即将结束，缴费截
止时间为 2019年6月29日，逾期不得补缴。如
不及时缴纳，将会影响您的养老、医疗待遇!请
及时到兴化农商行、建设银行各网点缴费。

兴化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指南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沈明荣 全媒
体记者 张娈鸾）为抓好畜禽养殖污染整
治工作，保卫碧水蓝天，海南镇近日全面
向畜禽养殖污染宣战，要求全镇上下做
到“知、查、清”。

该镇多次召开机关干部、村干部、相关
职能单位负责人会议，并组织全镇所有养

殖户参会，让党员干部及群众充分认识到
宣战畜禽养殖污染重要性、紧迫性。

该镇以片为单位，对各村的畜禽养
殖情况进行重新调查核实，一查禁养区
内有无畜禽养殖场，二查已经关停的养
殖场是否复养，三查现有养殖场污染治
理情况，四查村级长效监管是否真正落

实，并查找污染环境线索。
同时，该镇还要求全镇所有存在污

染的养殖户立即切断污染源，一周时间
内清除污染，对查改不积极的将采取停
止供电和关停措施，对在 5月底整治不
达标的畜禽养殖户一律作关停清除处
置，绝不手软。

海南：向畜禽养殖污染宣战

建设节水城市
推进绿色发展

今年5月11日至17日是第二十
八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
的活动主题为“建设节水城市，推进
绿色发展”。5月11日，水利部门在
楚水招商城地段举行大型宣传活动，
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和发放节水手册
等多种形式，引导市民养成良好的节
水习惯，让节水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
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冯兆宽 葛 锋 摄

可办理业务银行网点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