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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走访慰问高温一线职工

本报讯 7 月 30 日，市领导李玲、杨中
坚、顾云峰、孙建忠等分别带队深入基层
一线，走访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各行各
业职工，感谢他们为城市发展和民生保障
作出的贡献。
上午，市领导李玲、唐海兵、彭晓红一
行首先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看望慰问
消防队员，向他们送上慰问品。市消防
救援大队共有 270 人，下辖 1 个国家综合
性救援站、8 个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市
委书记李玲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消防
救援大队在保平安方面作出的努力与贡
献，感谢消防队员在危急时刻逆行挺在
一线。李玲希望市消防救援大队加快推
进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建设，构建覆盖
城乡的消防力量体系，更好地为经济社
会发展保驾护航。
在启东乾朔电子有限公司，李玲慰
问了一线职工，嘱咐他们在高温下保重
好身体。随后，李玲详细了解了企业发
展情况，听取产品介绍。乾朔电子主要
经营手机、笔记本电脑及面板、汽车电
子系统等产业的连接器设计、制造与销
售，是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承
接单位、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了解到企
业在细分领域解决了技术“卡脖子”问题，

李玲要求企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力争在
细分领域做到最专业、最先进。同时，要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员工健康
安全和企业稳定运行。启东经济开发区要
全力支持服务好“专精特新”企业，助力企
业发展壮大。
在国网启东市供电公司，李玲听取了
公司迎峰度夏工作情况。入夏以来，电网
最高调度用电负荷 91.13 万千瓦，预计今
年夏季电网最高负荷将突破 100 万千瓦。
为做好迎峰度夏工作，公司严密监视设备
运行情况，增加抢修力量，加强对负荷、电
压等实时监测。李玲送上慰问品，感谢广
大职工给予全市充足的供电保障，希望供
电公司全力以赴保障好生活和生产的电
力供应。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杨中坚，副市
长黄晨首先来到市区人民路公园路路口，
慰问坚守执勤一线的交警。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承担着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交通
事故处理等工作。杨中坚与交警一一握
手，递上防暑降温物品，感谢大家为全市
道路交通秩序和市民安全出行所作的贡
献，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中央站，杨中
坚为环卫工人送上防暑用品。市环卫处现

有职工 1042 人，城区日清运生活垃圾约 “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再创精
品，叮嘱企业合理安排工人上岗时间，切
400 吨，日清运建筑垃圾约 350 吨。杨中坚
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美容师”，相
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关部门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严格落实防
上午，市政协主席孙建忠、副主席蔡
暑降温措施，保障职工健康和安全。
建平一行首先来到启东华润燃气有限公
杨中坚一行还前往南通二建集团项
司客服中心和调度抢修中心，为一线工作
目建设现场，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建设
人员送上防暑用品。孙建忠详细询问公司
者。该项目现有 400 名建筑工人，预计今年
高温下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叮嘱企
年底前完工。杨中坚希望企业在有序组织
业负责人加强对燃气设施设备的巡查、维
施工的同时，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科
护和保养工作，确保高温天气下设施设备
学安排施工时间，确保高温天气建筑施工
运行安全有效。
安全。
在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孙建
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顾云峰、副
忠来到生产车间，向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
主任潘国红一行首先来到市水务公司城
员工送去关心与慰问。孙建忠叮嘱企业负
区排水系统溯源项目现场，询问工作进度
责人关心好一线职工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顾云峰指出，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雨污分流对城市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南苑三村老小区改造工程施工现
要严把质量关，细致谋划、认真摸排，扎实
场，孙建忠详细了解老小区改造项目进展
推进各项工作。
情况，对高温下辛勤工作的一线职工表示
在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无纺
感谢，并送上防暑用品，叮嘱大家注意防
布车间，顾云峰察看了各类产品，询问职
暑降温，做好高温防护措施。孙建忠强调，
工的作息时间。顾云峰叮嘱职工在酷暑天
老小区改造工程要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
注意身体，劳逸结合，
确保生产安全有序。
理制度，加快工程改造进度，高质量、高标
在中交二航局南通吕四港项目部，顾
准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云峰看望慰问了通州湾吕四起步港区“2+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丁路健 高雅
2”码头工程的建设者，希望工人们发扬
黄燕鸣 施陆炜 王泉 宋东炜 潘杨）

我市城区 35 个社区重启封闭式管理

筑牢居民安全屏障
本报讯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扩
散，形势严峻。7 月 28 日，市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发布 25 号通告，要求所有居民小区
入口处测体温、查验健康码，严格执行外
来人员、车辆信息登记制度。这意味着我
市各小区将重启居民小区封闭式管理，再
筑坚实防疫屏障。
“你好，请出示行程码。”7 月 30 日上
午，在绿城玫瑰园南门口，记者看到两名
保安正在对进入小区的车主和居民进行
体温检测（如图）。
“ 绿城玫瑰园属于封闭
式小区，从前天开始，我们就关闭了小区
西门，仅留南门和北门供居民出入。”据
绿城玫瑰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朱培培介绍，目前社区 20 多名保安 24
小时不间断地对进出小区的车辆和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并检查行程码、健康码和
疫苗接种记录，严格执行外来人员、车辆
信息登记制度。
中午 11 点，在彩臣二村 49 号楼附近
的出入口，市住建局工作人员顶着烈日，
用钢丝和钢管对出入口进行围挡，搭建牢
固的“防护墙”。
“ 彩臣二村属于开放式小
区，共有 14 处出入口，需封闭 11 处出入
口，剩下的一个出入口将由社区志愿者实
行 24 小时轮流值班。”彩臣二村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陆云赛表示，社区进出口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之处，必须把好关，守
护好居民的安全与健康。
“和去年一样，小区平时方便进出的
出入口被封闭，但我们反而觉得更安心。”
市民黄晓东对此举表示理解和支持，他
说，每个人都应该尽力配合，共同维护社

本报讯 7 月 30 日上
午，市领导李玲、杨中坚、
顾云峰、邵茂华、张晓峰、
唐海兵来到市人民医院
体检中心，视察征兵体检
工作。
今年下半年，上级预
分我市 120 名兵员征集任
务 ，为 全 年 任 务 数 的
55% ，大 学 毕 业 生 比 例
46%。目前，我市征兵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已完
成对所有区镇适龄青年
的兵役登记、病史调
查、目测初检等基础性
工 作 ， 筛 选 出 近 700 名
预征对象参加市体检。
在严格落实好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目前已体
检完成 485 人。
市委书记李玲深入
各体检科室，详细查看征
兵体检流程、征兵体检要
求，仔细询问体检中疫情
防控工作的开展情况，并
向征兵体检组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表达诚挚关
怀和慰问。李玲指出，为
祖国挑选合格兵员意义
非凡、责任重大，要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
化服务保障，把征兵工作
抓实、抓细、抓好。体检是
征兵工作十分重要的基
础性环节，医务人员要严
格对照标准，切实把好体
检质量关，确保把政治品
质优、身体素质强、心理
素质好的合格优秀青年
送到部队。同时，要严格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
确保征兵工作安全有序。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我市 47 个“爱心驿站”
建成启用

给劳动者一个
温馨的港湾

区平安。
据悉，自 7 月 29 日起，经过两天加班

加点作业，市住建局已对主城区 35 个社区
出入口实施封闭。

（融媒体记者 龚圣云 袁竞 徐嘉晨
<实习>）

王鲍镇建立三级管理网格解民忧办实事

网格
“沉下去”服务
“提上来”
本报讯 近日，王鲍镇久东村独居老
人黄正兰家的一根水管爆裂，顿时让老人
手足无措。网格员施冬亚得知此事后，立
即帮忙联系水电工上门维修。经过两个小
时的处理，老人重新用上自来水。
“我们的
网格员，真是说话中听，办事牢靠！”老人
脸上露出了笑容。
该镇活跃着 302 名网格长、网格联络
员，他们肩负着政策宣传、民生服务、民事
调解等职责，在村群防群治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2018 年起，王鲍镇积极探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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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治理模式，分层级设立镇、村、网格
的发展思想，才能汇聚民心，不断增强人
三级管理体系，全镇 22 个村划分为 113 个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网格，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网格管理模式，
近年来，王鲍镇依托网格化服务管
让资源和力量“一竿子插到底”，消除管理
理平台，围绕疫情防控、治安管控、
盲区，
延伸基层治理的
“毛细血管”
。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等模块，创新搭建
“上和合镇镇区主干道有一根电线掉 “数字驾驶舱”，建立镇域治理现代化指
落，那里人流量较大，有安全隐患。”巡查
挥中心，服务内容涵盖村民信息查询、
发现问题后，中施村网格长张菊美将情况
急难问题上报、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等
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通过镇指挥中心牵
各个方面，网格员可以利用手机小程序
头协调，供电公司、电信公司、镇应急分队
随时上报网格里的大小事情，进一步延伸
立即召开协调会，两天后，隐患消除。
“着
精细化管理。
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我
一张照片、简单的问题描述，动动
们的工作方向。”王鲍镇党委委员、政
手指就能第一时间上传，平台的“随手
法委员施鹏程说，群众利益无小事，
拍”功能受到了网格员的欢迎。网格员
基层治理工作就是踏踏实实干实事，
顾丹华在巡查过程中，有农户反映由于
一件接着一件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下雨导致有线电视线路断了，无法收看

电视节目。“新桥镇村 3 组一村民有线数
字线路断裂。”顾丹华“随手一拍”，马
上将问题上传到后台的指挥中心。通过
中心平台，维修人员及时上门维修。“不
得不说，科技发达了，不出门就能解决
问题。
”户主感慨道。
“基层工作很繁琐，王鲍镇充分运用
‘大数据’手段，不仅大大提升了网格员走
访摸排的效率，更点燃了群众的自治热
情，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隐患解决在萌
芽状态。”施鹏程介绍，上半年，通过三级
管理网格机制，该镇共承接 12345 热线转
接的百姓诉求 1011 件，办结率 100%；通
过网格长收集的为民服务事项 11254 条，
解决率 100%。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本报讯 “有了爱心驿站，就有了歇脚的地
方，
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不用担心了！
”
昨天，
在
市人民路驿站内休息的一名外卖小哥笑着说。
人民路驿站地处市中心，人流密集，市总工
会最早在这里建立“爱心驿站”，成立志愿服务
队，全天候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户
外劳动者提供服务，站内桌椅、饮用水、充电设
备、紧急药品等日常物品一应俱全。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建成 47 个
“爱心驿站”，
从市区到乡镇园区，不断外延扩建，切实解决户
外劳动者休息、用餐、饮水、充电、如厕等问题，
切实关心关爱战斗在苦、脏、累、险工作岗位的
户外劳动者。
整合资源，科学布点。
“爱心驿站”建设得到
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环卫、医院、银行、邮
政、移动、电信、社区等单位积极参与，采取自
建、合建、改建等方式，形成齐心协力、共筑家园
的工作格局。我市根据“临街靠路、向外辐射”和
“靠拢职工、向内聚心”的“两靠近”的原则，在户
外劳动者相对密集的区域精准布点，实现全市
站点布局全覆盖。
统一标准，功能完备。
“ 六有”
“ 八个一”是
“爱心驿站”建站标准，
“六有”即有统一标识、有
固定场所、有完备设施、有服务公约、有人员管
理、有地图可查，
“ 八个一”即一个室内场所、一
套桌椅、一台饮水机、一台微波炉、一台冰箱、一
套冷暖电器、一个应急医药箱、一套充电设备。
在吾悦广场、中国银行等有条件的爱心单位，加
载了爱心母婴室、女职工特殊保护等服务功能，
配备了储物柜、沙发、电视机等物品，以及书籍、
报刊等阅读刊物，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还设置
了心理辅导、职工交流谈心和反映诉求的单独
接待室。
精细管理，长效运行。
“爱心驿站”能够长效
运行、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管用三位一体，
互相联动，缺一不可，从某种角度讲，管、用比建
更重要。
市总工会通过实地走访调研、
反复讨论研
究，
制定出台《管理办法》，
修订完善《服务公约》，
建立监督、审计、评价、调整机制，
做到专人负责、
规范管理。
市总工会每年给予每站一定的经费支
持，
用于物资补充、设备维修和人员补助。
每年对
各爱心驿站进行评价，
对其服务水平征求服务对
象意见，对站点管理好、使用率高的驿站，评出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对先进驿站的爱心单位在工会系统评先评优中
优先考虑。
（南通日报记者 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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