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编辑：黄晓燕 组版：董乐天 校对：张蓝天 联系电话:80795132

02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http://jrqd.qidongnews.com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宋东炜

11月 25日下午，记
者来到北新镇新桥村，在
北桥路最北段，这段250
米长的道路明显变宽了，
道路东侧沿河处还安装
了警示栏。“10多年了，
这一段路终于变宽了，大
家通行更加安全方便
了。”家住路西侧的王振
康老人兴奋地说。

谈及这段“窄路”，王
振康告诉记者，该段路设
计为4.5米宽，但因多种
因素，在新桥村最北段
处，设计宽度只有3.5米。
当时，农村地区汽车通行
量不大，出行还算方便。
随着近年来汽车拥有量
增加，加之该条道路是主
要通道，每每南北车辆会
车时，3.5米宽的道路实
在有点窄，车辆经常发生
碰擦。“道路往北就是王
鲍镇新桥镇村，路东侧是
河岸，西侧是民居，会车
时往往要借用农户宅前
屋后进行交替通行，非常
不方便。”北新镇新桥村
党总支书记李卫忠说。

拓宽该路段是长久
以来周边村民的热切期
盼。“其实，前几年，村里
就考虑过这件事，但苦于
资金缺乏，一直没有实
施。”李卫忠介绍，今年，
村里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再次将该
事项提上了议事日程。经
过多方协调，今年 5 月
份，这段路段拓宽工程终于正式启动了。

道路拓宽需要对河岸进行保塌。在水务
部门牵头的设计方案中，多个“沟脚台”必
须拆除，后续也将不再建设。对此，新桥村
依托“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组织开展
协商议事，向村民广泛宣传道路拓宽的重要
性，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拥护。同时，供电部
门积极配合，主动作为，第一时间进行电线
杆迁移。

今年10月，这条250米的北桥路最北端
的拓宽改造工程终于竣工验收通车，整段路
从原先的3.5米宽拓宽到5.5米。“现在，道路
不仅宽了，还安装了路灯，大家出行方便多
了。”李卫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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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晟集团举办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日前，启晟集团党委召开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

导，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汲取奋进力量，
狠抓工作成效，加快改革创新，高质量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陈春华 任春燕）

融媒体记者 顾敏娟 陈雷

做过纺织工，干过管道工，江苏启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五分公司副总经理周胜飞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用心诠释工匠精神的
真谛，从一名“蓝领”技工成长为高级技师，
他负责的项目先后两获鲁班奖。

11月17日下午，见到周胜飞时，他正
在和工人检修项目空调设备。整个检修现
场，周胜飞都在“挑刺”、“找毛病”。每一个
细节，每一个重要部位，周胜飞都不放过。

“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个项目都像我自己的
孩子一样，努力把它们都做成精品。”周胜
飞说。

上世纪80年代末，纺校毕业的周胜飞
踏入纺织行业，没干两年就遇上企业改制，

没了工作，周胜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恰
逢启东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招收管道工，周
胜飞在家人的支持下报上了名。做管道工
和原来从事的行业毫不搭界，从何学起。不
怕苦的周胜飞跟着师父认真学、踏实做，多
看多问成了他的日常。“那时候大家都笑着
叫我周十万，因为我喜欢问师傅为什么。”
周胜飞笑着说道。不到一年，好学刻苦的周
胜飞便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带班班长。随
后又升任管道分队长。在工地上，周胜飞不
怕苦不嫌累，啥活都干，渐渐地，成了杂家，
因为熟悉安装工程的各个环节，他又从杂
家成了专家。1997年起，周胜飞开始担任
项目经理。

建筑企业要做大做强，离不开精细化管
理、精益化生产。作为项目经理，周胜飞制定

严密的施工安全、质量保证措施，积极推进
项目信息化管理，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2010年由他负责的上海卷
烟厂“中华”牌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荣获2012年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鲁班奖的获得，让启安公司在业内声
名大噪，随后又承接了上海烟草浦东科技
创新园项目。为圆满完成这个全国烟草行
业最大单体工程建设任务，周胜飞带领项
目部一丝不苟编制施工技术方案，创新使
用新材料工艺，攻克了车间8万平方米大
跨距软顶的挑战。由于项目创新运用了新
型材料，采用了PVC的固定支架，方案初
步完成后，追求精益求精的周胜飞先后跑
了气象局、质监总站、上海市安装协会等单
位，请专家们对方案进行评估。2019年，上

海烟草浦东科技创新园项目再次斩获中国
安装之星、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虽已年过半百，但周胜飞始终保持一
颗赤诚之心。“做一个项目，就要做成一个
精品，希望能出更多的精品工程，坚定启安
工匠精神，让启东建筑之乡的名片更响
亮。”周胜飞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也让他获
得了江苏省安装行业优秀项目经理、上海
市安装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南通市劳动
模范等称号。

文汇新村宣传控违拆违
本报讯 日前，文汇新村联合社区物业

开展控违拆违宣传活动。
通过在小区悬挂标语横幅、设置控违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社区居民
宣传控违拆违相关法律政策，以及打击违法
建设行为、推进拆违控违工作的重要意义。

（陶燕子）

王鲍镇整治等级河道岸坡
本报讯 近日，王鲍镇对一、二、三级河

道岸坡开展“四清”整治，对乱占、乱建、乱排
等问题应改尽改、能改速改。截至目前，已清
理围网87处，清理乱堆放120余处，拆除鸡
鸭棚170处，沿线整治达97公里。

下阶段，该镇将继续推进等级河道岸坡
“四清”整治，提升水环境质量，全力打造“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流域水生态。（吴撼）

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五分公司副总经理周胜飞，用心诠释工匠精神
的真谛，从一名“蓝领”技工成长为高级技师——

“把每一个项目都做成精品”

交警开展交通安全培训
本报讯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

二中队组织辖区外卖配送行业骑手开展交
通安全培训。

培训中，民警组织饿了么和美团骑手们
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学习，详细讲解佩戴安全
头盔的方法要领。介绍近期交通安全形势，
结合“一盔一带”交通事故案例，要求外卖骑
手牢记交通法律法规，争做文明骑手。

（吴佩佩）

开发区城管拆违不松劲
本报讯 启东经济开发区城管中队坚持

全天候巡查为常态，对重点区域定点、定人
巡查，拍照留档，对照督查，加强监控。对新
增违法建设，坚决予以拆除。

11月下旬，城管中队依法拆除了中邦、
集贤路两处违法建设。 （施娟）

11月29日上午，由市文联、市文广和旅游局和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启吾东疆—
启东市书法临创作品展览在市图书馆展厅开展。

经过广泛征集和专业评审，主办方从200多幅作品中选出56幅作品进行为期15天
的展出。展览旨在引导书法回归传统、坚持守正出新，深化对优秀传统书法经典的学习
和研究，扩大书法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融媒体记者 王海兵 高雅 陈雷摄

展精品书法
忆传统经典

本报讯 “手机就在我旁边，我知道是
别人忘记在试衣间的，可是我想占便宜就
顺手捡走了，却没想到这是犯罪。”11月24
日上午，在合作镇“检格+网格”工作站内，
市人民检察院就一起盗窃案进行不起诉宣
告，50多岁的被不起诉人龚某对自己的犯
罪行为后悔不已，而这场不起诉宣告，全程
以图文直播的方式，由入网进群的检察官

“检格员”一一展现在网格的微信群中，约
200名网格群众在线同步观看了这场特殊
的法治现场“直播”。

7月17日15时许，被不起诉人龚某在
某服饰门店试衣间内发现一部iPhone11
苹果手机，眼看四下无人，龚某伺机拿起手
机后迅速离开服饰店，回家途中将手机关
机，并藏匿于自家旁边的田间稻草堆内。经
市价格认定中心鉴定，涉案手机价值4621
元。

“被不起诉人龚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但其属于在一定的时空便利条件下失去自

控力，见财起意，属于初犯、偶犯，犯罪后配
合侦查人员起获赃物，财物已发还被害人，
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宣告会上，值班律师、侦查机关代表、人民
监督员、合作镇网格员代表等现场参会，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小荣宣布了对龚某的不
起诉决定，并介绍该案的基本案情，从事实
和法律层面详细阐述了不起诉理由，旁听
人员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均表示赞
同。合作镇新义村第二网格的群众在网格
微信群远程观看了图文直播。

“为什么顺手拿走属于盗窃呢？因为本
案的试衣间属于经营业主设置的相对封闭

的空间，管理权在门店业主，顾客遗忘在试
衣间的东西，其他顾客没有捡拾并偷偷藏起
来带走的权利……”不起诉宣告会结束后，
一场特殊的“普法小课堂”继续在网格群中

“直播”，承办检察官将本案中群众关心的
“顺手牵羊”为何是犯罪，以及生活中容易碰
到的违法犯罪行为及边界一一进行介绍，让
被不起诉人龚某受到训诫教育的同时，也为
村民们送上了法律“干货”。

在合作镇村民王大姐家中，在家干农
活的王大姐从网格群收到市检察院将要图
文直播不起诉宣告会的通知后，特意放下
手头的活计，观看了全程，她说：“我是第一

次在微信群中这样清晰地参与了一次检察
办案活动，就像面对面参与，感觉很新鲜，
也学到了很多道理。”

“在传统不起诉宣告普法基础上，开展
宣告进网格面向群众‘直播’，充分利用新
媒体开展法律知识宣讲，最大限度地增加
受众，扩大普法影响。”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刘小荣谈起本次法治现场“直播”的目的，
表示下一步将深入探索“线上”普法的方
式，借助微博、抖音短视频等百姓喜闻乐见
的形式开展释法说理、案例分析等，将法律
送上田间地头，让普法更接地气、更具传播
力。 （通讯员 秦晓微 李兵）

市人民检察院在网格群里直播宣告会

“线上”普法到田间地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活动名称

村史馆里讲党史

“全民阅读 走启读村”
年终分享会

阅阅姐姐故事坊

悦生活创意沙龙系列活动

“解忧杂货铺”心理健康讲座
进社区、村居

社科系列读书实践活动

主题创作采风

第十二届启东市
美术作品展览

第四届“江风海韵·最美启东”
摄影作品展

活动时间

12月

12月

每周一次

每月一次

12月

12月

12月

12月下旬

12月下旬

活动地点

镇村史馆

各村、社区

图书馆

图书馆

全市各镇村、
社区

公园道

北新镇、
启隆镇

启东市美术馆
（1号展厅）

启东市图书馆
展厅

活动内容

“四史”宣传
教育

主题阅读

绘本

手工

讲座

读书会、沙龙

采风创作、
文艺交流

美术作品
评选展览

摄影作品
评选展览

参与对象

干部群众

全市市民

3-5岁低幼儿童

手工爱好者

全市市民

全市市民

各协会、分文联
文艺家

美术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

主办单位

宣传部
党史办

宣传部

图书馆

图书馆

社科联
文明办

社科联

宣传部
文联

文联、美术家协会

文联、摄影家协会

联系方式

83327954

83214400

83313009

83313009

83328931

83328931

83316362

636068

636068

2021年12月新时代文明实践“共乐东疆”活动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百姓自助舞台

2021第八届象棋擂台赛

体育社团进校园（7～10个）

文化拥军（乒乓球、篮球、
趣味运动会、足球、羽毛球）

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培训班

送戏

送展览

送培训

“文明引导”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

亲子沟通营

每周五下午

每周日下午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12月

全年

每周

文化馆剧场

文化馆底楼

学校

驻启部队

文化馆

各村、社区、学校

各村、社区、学校

各村、社区、学校

全市

全市各场地

舞台表演

象棋比赛

培训

比赛

艺术培训

送戏

送展览

送培训

志愿服务

亲子活动

启东
各文艺团队

启东
象棋爱好者

学生

爱好者、
驻启官兵

文艺爱好者

全市市民

全市市民

全市市民

全体市民

亲子沟通营
家庭

文化馆

文化馆

相关社团

教育体育局
各协会

文化馆

文广和旅游局

文广和旅游局

文广和旅游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文明办

教育体育局
文明办
社科联

83313780

83313780

83312360

83312360

83313780

15851228277

15851228277

15851228277

83120779

1599662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