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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常态长效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红红黑榜黑榜””93

编者按：为深化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提

升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根据市创建

指挥部部署，从即日起开设文明城市常态长效

管理“红黑榜”，褒扬文明城市常态长效管理成

果和文明行为，曝光存在问题和不良行为。敬

请广大市民遵规守约、相互监督，摒弃不文明行

为，共同打造文明城市新形象；请相关责任单位

进一步强化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意识，取长

补短，举一反三，不断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成果。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提供正面素

材和问题线索，我们将及时刊发。市创文长效

办也将对曝光问题进行跟踪督办。
素材和线索报送要求：图片+文字
报送方式：hacxb88166216@126.com

海安恒正骨科医院
诊疗科目：骨科、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

学科、中医科、康复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麻

醉科、检验科、放射科等

地址：海安市城东镇高庄路98号
联系电话：81805219 81805281

南通春雨物业管理集团公司、南通春雨保安服务公司、

南通春雨人力资源公司因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收，50
岁以内，男女不限，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相貌端正，政

治品质好的合同制保安员、物管从业、企业员工，待遇面议。

公司地址：海安市长江东路 17 号（海安市人社局对

面），联系电话：15371929088，17368650555。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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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市属国有企业、省二级保安服务公司、江苏省保安协会理事单

位、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单位，公司下设海安市海陵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海安市海保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海安海保智能安防工程有限公司、海安市风和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门卫守护、武装押运、技术防范、汽车检测、劳务派遣、金库托管、现金清分等业务。

因业务部人防大队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常年招收：驻行政事业、企业、金融单位保安，监控等岗位

保安员。

另：子公司招电工、网络智能维护人员二名 地址：江海东路12号 报名电话：189627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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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信息公告

夏林全遗失军人残疾证：苏军F0167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安市农批、农贸市场商品价格信息
计量单位：元/500g

说明:以上商品为2021年10月14日中准价格，仅供参考。 海安市发改委成本监审科提供

市民举报，华新御元南门附近御花园超市

人员在路边杀鱼，将鱼鳞、鱼内脏等垃圾直接丢

弃在路边雨水篦子周边。

永安农贸市场活禽宰杀区门前常有不少

鸡毛、鸡粪等垃圾，清理不及时。

责任单位：市监局、城管局

黑榜黑榜

阳光交易 至诚服务

备注：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授权发布，详情请登录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nantong.gov.cn，具体信息以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咨询电话：工程
建设项目：0513-81819563; 政府采购项目：0513-81819585 监督电话：0513-81819509、0513-81819515

蓉塘社区开展法治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葛亚芳 崔海琴）近日，城东镇

蓉塘社区网格员联合退役老党员志愿者深入辖区商

铺开展以“民法典宣传进商铺·法治意识入人心”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加深了辖区商铺经营者对

《民法典》的认知，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

念，有效提高了辖区商铺经营者的法律素养和依法维

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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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采购信息公告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标信息公告

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军民团结，，共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社会；；军爱民民拥军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双拥城军民共建双拥城。。

退休教师连续9年
家门口升国旗

■ 通讯员 周强 李加琴

近日，墩头镇新舍村校外教育辅导站副站长、退

休教师孙鸿舜和往日一样，在家门口的旗杆前，将一

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早升晚收，日日不辍，每天早

上按时升起国旗，黄昏时再把国旗降下来，今年77岁
的孙鸿舜这一举动至今持续了 9年。每当国旗开始

退色，他就换上崭新的，先后更换了6面新旗。

孙鸿舜持之以恒的爱国之情也感染着周围的

人。每天早上升旗，路过的行人都庄严肃立，向国旗

行注目礼，有的孩子还向国旗行少先队礼。

10月 12—13日，“华艺杯”全国纺织非遗扎染职业技能邀请赛决赛在我市举

行，15家企业及26家院校的42人参赛。图为比赛现场。 姜明 摄 >>>详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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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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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党史学习““11+N+N””
与与““实实””奋进助发展奋进助发展

江苏金洲粮油集团

国 礼 生 产 商
国标主要制定单位
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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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融媒体中心又一报道
荣登央视

本报讯（记者 顾爱东） 10月 14日上午，央视财经

频道《第一时间》栏目“身边的安全”板块，以《江苏海安：

海上捉蟹突遇涨潮 5人被困 警民联手施救》为题，通过

1分 25秒的时长，生动报道了我市警民勇救涨潮被困游

客的感人事迹。

10月 10日 13时许，市公安局老坝港边防派出所接

到海安 110指令，在滨海新区近海有 6名青年男女被困

在滩涂，情势非常危急，需要立即救人。接到报警后，市

公安、消防、滨海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区镇单位及当

地渔民联动响应，实施救援。

据了解，当天6人趁着天气晴好在滩涂捉螃蟹，不懂

海洋潮汐知识的他们遇上涨潮，其中一人水性较好，发

现险情后游回岸边报警。其余5人在经过民警与当地渔

民的紧急救援后也成功上岸。

此次紧急救援的成功得益于我市成熟的水上救援

机制。今年 8月份以来，我市明确要求各派出所必须配

足配齐冲锋舟、救生衣等水上抢险救援器材，并对配备

情况通报推进。目前，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均已完成舟艇

列装任务。公安水警部门按照战训合一要求，积极组织

民警开展水上救援训练，提高服务群众水平，保障人民

群众和公安民警的生命安全。

今年以来，高新区围绕“枢纽海

安、科创新城”和争创国家级高新区

要求，以做大做强做优工业实体经济

为主线，全面发力项目引建，做强工

业“家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能。前三季度，高新区完成工业开票

销售 760亿元，新开工 10亿元以上重

特大工业项目10个，新竣工工业项目

7个，达产工业项目1个。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

“压舱石”。高新区突出招商引资工

作“一号工程”地位，围绕长三角、珠

三角、台商台企密集地等重点区域，

开展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和共享

平台招商，聚焦新材料、电子信息、智

能制造等高新产业，推动优势项目、

龙头企业、科研平台加速集聚，前三

季度共完成签约项目19个，其中总投

资 3亿美元以上项目 2个，总投资 30
亿元、20亿元、10亿元和1亿美元的项

目各1个。

高新区牢固树立“时间就是效

益”的理念，坚持倒排工期，强化对

既定开工项目的组织引导，全力破除

制约项目开工的瓶颈因素，指导企业

优化施工组织，抢工期、抓进度。在

此基础上，全面做好督查督办，对项

目进展情况进行每周督查通报，对项

目进展落后的帮办人员进行问责，

倒逼帮办人员自加压力，加大项目

建设推进力度，推动兴鹿新材料二

期、阿尔法电子机械、加百裕电子、

汇优嘉等重特大项目应开尽开、早

开快建。

高新区把优质服务作为引建项

目的制胜之道，加强项目代理代办服

务队伍建设，创新工作机制，提升作

风效能，强化源头服务、过程服务、配

套服务，实现项目清障交地、立项环

评审批、三证办理等环节零障碍，不

断擦亮高新区项目服务“金字”招

牌。从项目投资意向到实地考察，从

项目论证到选址、注册、建设、投产等

各个环节，实行专人全流程跟踪服

务，并解决好客商安居、子女入学、人

才就业等实际问题。

高新区项目引建全面发力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 通讯员 顾华夏

本报讯（记者 蔡诚） 为弘扬中华

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营造尊敬老

人、关爱老人的良好氛围，10月 14日，市

委书记于立忠率队看望慰问百岁老人王

朋英，给她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并向全市广大老年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市委常委、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张勇华，市委办、卫

健委、开发区负责人参加活动。

在王朋英家中，来自市中医院的医

联体专家、城东镇中心卫生院及南屏村

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团队正上门开展“百

岁老人健康有约”为民办实事项目，项目

内容包括量血压、测血糖、心脏听诊、把

脉、耳穴埋籽等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王朋英今年 106周岁，耳聪目明，精神矍

铄。看到老人身体硬朗、思路清晰、精神

状态很好，于立忠非常高兴。

“重阳节到了，我们来看看您。”于立

忠关切地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和健康情

况，向老人送上鲜花和慰问金、慰问品。

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于立忠嘱

咐老人要保重身体，并祝她节日快乐、健

康长寿，同时叮嘱其家人要悉心照顾好

老人，让老人安享晚年。

于立忠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

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进一步弘扬尊

老、爱老、敬老、孝老的良好风尚，切实营

造全社会尊敬老人、爱护老人、关心老人

的良好氛围，及时帮助解决老人的实际

困难，让老人更好地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他强调，要把老年人工作摆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加快构建现代养老服务体

系，扎实开展好定期上门为老人签约服

务活动，不断提升老人生活质量，让全市

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拥有更加幸福

安康的晚年生活。

市领导慰问
名中医梅九如

本报讯（记者 吉睦和） 10月 13日，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亚曦率队慰问百岁老人、名中医梅九如，向他

致以重阳节日的问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兴俊，

市卫健委、中医院负责人参加活动。

梅九如生于1921年，今年100周岁，是江苏省名中

医，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对脾胃病、肾病、温热病、肝硬

化等疑难杂症有深入研究。退休后，他坚持坐医问诊，

德艺双馨的他深受患者好评。

张亚曦感谢梅九如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的贡

献，向他送上鲜花和慰问金，并祝福他老当益壮、健

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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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蓓 濮端建） 10月14
日，我市在宁召开建设文化强市座谈会。

近20位海安籍在宁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

知名人士畅叙家乡情谊，并为海安建设文

化强市献计献策。市委书记于立忠主持会

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春旺，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卢林，副市长曹铖，政府办、宣

传部、文广旅局、教体局、融媒体中心、社科

联、文联负责人参加会议。

于立忠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

的精神家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海安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具

有建设文化强市的良好基础。当前，海安

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都迫切需要以高度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力推进文化强市

建设，切实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文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增强海安

文化软实力。

于立忠指出，此次座谈会对进一步完

善海安文化强市文件纲要，一以贯之推动

文化建设，实现海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有很大作用。希望与会嘉宾继续关心家乡

建设，多回家乡走走看看，多为海安建设文

化强市建言献策，助推文化产业快速发

展。他要求，相关部门要精心梳理谋划，加

强与海安籍在宁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知

名人士的沟通交流，吸纳多方建议，把建设

文化强市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南京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管向群说，

海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建设文化强市

适逢其时。要梳理出海安文脉源流，总结

出符合海安特色的理念、愿景，突出重点，

全力打造文化强市。

江苏凤凰集团总经理孙真福说，海安

市委、市政府全力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很有

远见和魄力。凤凰集团将发挥优势，为打

造中国文化之乡、建设书香海安多作贡献，

同时，帮助策划宣传推介海安的相关书籍。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王月清建议，加

强对海安方言文化、宗教文化的深度研究，

利用好角斜红旗民兵团等红色资源，引导

乡贤参与文化建设，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相结合。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丁捷建议，梳

理、挖掘、提炼海安精神，多渠道宣传海安

精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刘源

建议，总结梳理海安教育经验，弘扬海安人

从教、善学精神。

与会人员还分别从强化海安文化特

色、弘扬海安人文化基因、打造著名文化地

标、建设与百姓分享的文化、“借船出海”做

好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提出了

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擦亮海安文化品牌

我市在宁召开建设文化强市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