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媒体记者 钱伶俐 袁竞

“昨天工作很辛苦，忙忙碌碌十五
时。顶风冒雨收材料，坚固大堤为后代
……”上周日，74岁的何益平即兴赋了一
首打油诗发到了海复镇搬场村的党组织
微信群里。这个自嘲是一个“有点傻的老
人”，这般年纪不在家享清福，还在参与
圆陀角旅游度假区外侧海堤达标加固工
程项目。“刷刷存在感”，言语中不乏自
豪，他说要用实际行动献礼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

2个月写了2本“书”
生于1948年 12月的何益平，已有

41年党龄，一辈子与水利工程打交道。
黝黑的皮肤，挺直的脊背，额上皱纹

的沟壑里刻着岁月的印迹。见到记者，何
老拿出两本用A4纸装订的“书”，笑着
说：“家里小辈把我在微信上写的文字片
段都整理打印成册，足足有2万字。”

今年3月底，老何来到搬场村村委会
缴纳党费，村党总支副书记顾琴琴将他
拉进了村里的党组织微信群。接下来的2
个月里，群里时不时收到老何的微信消
息推送，有时是凌晨，有时是傍晚，有时
是午休时间……

老何用一段段文字分享着自己的人
生经历，仿佛一本个人传记，又像是在讲
述启东水利发展的曲折故事，从上世纪
四十年代至今，顺着时间轴带着大伙儿
重温了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就像连载
小说一样更新，渐渐地，大家都变得十分

期待。”顾琴琴说。
从“挑泥工”到优秀“水利老兵”

1967年，20岁的老何轮到
“挑泥”任务——平地插锹开拓
红阳河，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水
利工程建设。60多米宽，平地向
下挖5米多深，挖到河底时，再

挑百余斤的泥担踩32级台阶爬上岸将土
倾倒，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个中辛苦不言
而喻。

此后，老何又陆续参与了东方红农场
围垦，开拓中央河、通启河海门段、通启河
启东聚阳河段、蒿枝港河，新江海河建设
等。从人工作业到机械施工，老何埋头苦
干，先后获得优秀水利战士、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21世纪初，老何在村里创新采
用置换土方式进行泯沟改造，解决了备土
难题，这一方法随后被推广使用到221线
改造等相关工程，得到充分认可。

一个个水利项目的兴修为农业发展
奠定了扎实基础，从水灾、旱灾制约农业
生产到旱涝保收农业稳产高产，从农民
吃不饱穿不暖到生活渐渐富足，老何是
亲历者、参与者，他视自己为“水利战
士”，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超龄应战”为实现“人生超越”
2011年，老何参与大唐电厂至吕四

大洋港围垦工程，成为一名现场收料员，
负责前往停靠在外洋的海轮上验收石块
等物料。围垦工程施工全线平均水深4余

米，时年64岁的老何每每深更半夜不顾
风高浪急，出色地完成了出海收料任务。

2012年5月，沿海强对流天气突然袭
来，风起潮涌，细心的老何发现3艘短驳船
和船上人员仍停靠在外海，立即出海将其
引领进港，就在短驳船停靠时狂风骤雨到
来，事后发现在外海未进港的几条空船外
壳全毁，正是老何的这份责任心，挽救了3
艘短驳船上的人员生命和财物安全。

老何额头的褶皱里藏着一个伤疤，是
为了阻止抛石后的海轮在涨潮时冒险离
开，紧急时不慎跌入锚孔而留下的，当时伤
及头部动脉，鲜血奔涌而出，险些造成无法
挽回的后果。“大海边的工作环境很特殊，
刮风下雨无处躲，夏天格外热，冬天最为
冷，晴天风沙满天飞，雨天路难行，超龄强
势的水利老兵在这样少见的恶劣施工环境
中，实现人生超越。”老何这样描述。

2个月、2万字、2本书，字
里行间，无不浸润着一名普通
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奉
献精神，浓缩着对党、对祖国
的无限深情。

2个月、2万字、2本书，海复镇搬场村古稀老人何益平“著书立说”庆祝建党100周年——

微信群里发连载

6月15日，锦绣家园三期安置房建设
项目正在进行室外配套施工（水、电、道
路、绿化）。

该项目位于启东经济开发区，占地
面积 77 亩，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可安
置1135户。项目于2019年3月进场施工，
计划于今年 10 月竣工，12 月底交付安
置。 融媒体记者 潘杨摄

暖巢暖心

本报讯 6月17日下午，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市党教中心举
行。会议回顾启东十年“并港建闸”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学习“并港建闸”精神，
从中汲取启东人民艰苦奋斗、团结拼搏、
开拓进取的力量，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接续奋斗不懈怠、砥砺前行再出发，为
建设“强富美高”新启东再立新功。南通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五巡回指导组组长
顾宗瑜到会指导，李玲、顾云峰、孙建忠、
邵茂华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学习会。

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邵茂华主
持会议。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陆欣以《并
港建闸：启东地方党史精彩华章》为题，
从为什么要实施“并港建闸”、如何实施

“并港建闸”、“并港建闸”的基本成效、
“并港建闸”的历史启迪四个方面，再次
展现了百万启东人民挑战恶劣严酷的自

然环境，以不畏艰难、万众一心的“并港
建闸”精神，彻底改变了启东水利的旧
貌，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全力促进了农业稳产高产，浓墨重彩
书写了启东奋斗史上的辉煌篇章。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广泛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回望“并港建
闸”史，品读“并港建闸”精神，就是要从
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中深刻领
悟共产党人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政治
品格，补足精神之钙、把牢思想之舵、高
扬信仰之旗，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
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

会议强调，学习“并港建闸”精神，就
是要强化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

坚决跟党走，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
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把中央、省市委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高质量发展道
路上不断跨越关口、始终走在前列。学习

“并港建闸”精神，就是要强化始终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针对前阶段排查出
的项目清单，重点围绕教育、医疗、就
业、住房、养老、文化等与群众利益密
切相关的民生领域，既立足当前，解决
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困难事、烦心事，
又着眼长远，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
民生领域的现代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学习“并港建
闸”精神，就是要强化把蓝图变成现实
的坚定决心。要始终把创一流业绩作为
一贯追求，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把实现“强富
美高”新启东的共同梦想变成自觉行
动。学习“并港建闸”精神，就是要强化
牢记使命勇担当的精神风貌。要进一步
激发“狼性”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跑好
第一棒、奋进新征程”主题实践活动，以
实际行动答好“发展三问”；进一步激发
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努力在变局中
革新思维、创新思路、打开新局；要进一
步激发“重任在肩”的使命感、“不进则
退”的危机感、“马上就办”的责任感，在

“比担当争贡献”中增动力、“比创新争突
破”中强本领、“比位次争前列”中创一
流，在岗在行在状态、有责有为有担当，
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强富美
高”新启东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施陆炜 朱
碧石 潘杨）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
专题学习“并港建闸”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不懈怠、砥

砺前行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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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7日上午，市综合行政
执法联动指挥联席会议在市市域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会议室召开。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蔡毅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省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视频会精神，通报了我市“大数据+指挥中

心+综合执法队伍”试点工作开展情况，部
署了深化启东综合执法新模式重点任务
部门分工。按照省和南通关于推进“大数
据+ 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伍”新模式工
作部署，我市制定了《关于深化启东综合
执法新模式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明确了

推进综合执法新模式的17项主要任务和
31项细化任务，为下阶段推进改革工作绘
制了“施工图”、制定了任务书。

蔡毅要求，市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领会“大数据+指挥中心+综
合执法队伍”工作的重要意义。要聚焦关

键环节，找准“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执
法队伍”工作的发力方向。要强化统筹推
进，推动“大数据+指挥中心+综合执法队
伍”工作落地见效。

（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丁路健 通
讯员 唐沛）

市综合行政执法联动指挥联席会议召开

聚焦关键环节 强化统筹推进

中国海复（上海）高质量发展
汇报会暨投资环境推介会举行

共话投资前景
共谋发展新篇

本报讯 6月17日下午，中国海复（上海）高质量
发展汇报会暨投资环境推介会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
海复在沪企业家代表、海复在沪科研院校专家学者代
表等100多人参加推介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晓
红参加活动。

近年来，海复镇围绕“打造江苏田园综合体标杆、上
海乡村田园旅游下一站、长三角田园休闲度假首选地”
目标，大力发展田园农旅特色产业，投资环境和服务水
平持续优化。推介会上，市商务局作了启东投资环境推
介，海复镇作了海复高质量发展汇报。嘉宾代表进行了
发言，与会人员还观看了启东城市形象宣传片。

彭晓红在致辞中表示，松江区是上海“十四五”期
间将打造的五大新城之一，民企云集、精英荟萃，科创
水平一流，希望通过推介会，架起彼此沟通的桥梁，热
忱欢迎各位嘉宾莅临启东，亲身感受启东良好的发展
环境，共话投资前景，共谋发展新篇。

（融媒体记者 袁嘉璟 高雅）

本报讯 6 月 17 日上
午，南通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推进会，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动员
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以全面锻造与“万
亿之城”相匹配的市域治理
能力为目标，聚焦聚力，实干
争先，持续放大市域治理指
挥平台功能优势，加快完善
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体系，
推动我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到
会讲话。南通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晖主持会议。会议以电
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我市
设分会场。市领导李玲、杨中
坚、顾云峰、孙建忠等在启东
分会场收听收看。

徐惠民说，去年以来，我
们激扬“敢争第一、勇创唯
一”的狼性精神，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日夜奋战半年时
间建成全国首家市域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成为首批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国家级试
点城市，“大数据+指挥中
心+综合行政执法”模式获
中央依法治国办通报表扬，

“一个平台管监管”经验做法
得到国务院督查组肯定，危
化品全流程监管创新应用获
全国“数字政府管理创新
奖”。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已经成为全面展示南通
市域治理能力的“窗口”、
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又一张

“名片”。
徐惠民指出，当前，南通

城市发展能级和竞争力的整
体跃升，对治理能力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坚定扛
起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政
治责任，围绕治理体制、工作
布局、治理方式“三个现代
化”，以争创全国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为抓
手，高水平打造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样
板。要切实发挥改革的先导
和突破作用，聚焦城市建设、
生态环保、公共服务、人口管
理、风险防控等重点领域，通
过改革手段破解市域治理深
层次问题，完善联动治理机
制、加强政策法规支撑、彻底
破除数据“烟囱”，释放市域
治理新活力。要准确把握市
域治理的发展规律和大势，
深刻认识大数据、人工智能

的重要价值，依托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加快建
设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功能模块，推动数字技术、组
织创新及治理体制改革的协同增效，不断将数据资源
优势转化为综合治理效能。

徐惠民强调，要坚持实战实用实效，持续赋予市
域治理现代化新动能，加强数据归集利用，科学实施
功能开发，创新征信产品服务，挖掘数据市场价值；按
照事权不变、权责不变、原有运行体系不变的要求，深
度推进联动融合，构建权责明晰、纵向贯通、横向联
动、运转高效的指挥体系。要坚持为民便民惠民，全力
展现市域治理现代化新作为，结合“为民办实事”实践
活动，构建高效政务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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