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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悦箫）早上十点，十一位身着黑色
制服的人民财产“守卫兵”踏着矫健
整齐的步伐，在铿锵有力的国歌声
中，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江海西路70
号的广场上徐徐升起。1日，为如东
人民财产保驾护航了近 20年的如东
东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押运中心终
于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基地，基地于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 95周年之际
正式启用。

如东东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始
建于 1992年 12月，于 2004年成立押

运大队，开启我县金融押运拓荒之
旅。多年来，公司押运中心一直没有
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车库、枪库等
地点分散四方。江苏东和集团用 5
个月时间为押运中心筹建了集办公、
枪库、车库、车辆简易维修于一体的
基地，给了押运中心一个安全、完整
的“家”。押运基地位于县城江海西
路70号，占地面积9900平方米，建筑
面积 1915.43 平方米，总投资 900 万
元。

启用仪式上，70名金融押运员手
持枪械、站姿威武、神情威严、整装待
发，“现代镖师”的英勇形象跃然眼
前。今年 43岁的王拥军是一名从事
金融押运工作已经 16年老押运员，
他告诉记者，2004年退伍后，他因军
民情怀毅然选择加入了我县金融押
运队伍，守护老百姓财产安全的责任
让自己深感无限荣光。为庆祝基地
的建成启用，王拥军带领了 11位押

运员以一曲磅礴大气又不失朴实真
挚的《祖国不会忘记》向多年来支持
全县金融押运工作的单位、团体、个
人表示感谢。

如东东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武
装押运队伍的管理接近军事化，荷枪
实弹守护着我县金融行业的安全。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白继峰介绍，押
运中心共有押运员 130人，退役军人
占总人数的 40%，确保了执行金融押
运任务的专业性、安全性。迄今为
止，我县 16个镇区 13家商业银行及
3家非金融单位将守护押运、自助银
行加钞、上门收款、金库守护和贵重
物品押运等业务交给了东安保安的
武装押运队伍。“热烈庆祝东安保安
基地启用。”“感谢东安保安多年来
的严谨守护。”“东安保安的队伍是
一支素质高、技术强的武装押运队
伍。”多家被服务单位为基地点赞。

“滴！”随着发车警笛声响起，18

辆插着鲜红国旗的押运车载着东安
保安的“现代镖师”们开启了崭新的
人民财产守护征途！

近年来，江苏东和集团始终把
双拥工作与党建、人事、群团、项目
建设有机结合，给众多退役军人提
供了再就业机会，先后安置和招聘
退役军人就业 176 人，占集团职工
总数的 12.9%。江苏东和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朱亚洲表示，东安保
安武装押运队伍几十年来迎晨送暮
守护人民财产安全，充分展现了退
役军人退伍不褪色的忠诚担当、全
体队员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是全
体东和人的榜样。东和集团将一以
贯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为重点，以先进退役
军人典型为榜样，共谱“双拥”和谐
曲，让军人光辉不仅在基地闪耀，
还要在集团闪耀，让鱼水情深灌溉
文明如东。

如东东安保安押运基地启用

双拥共建守护人民财产安全

位于岔河镇的南通瑞
枫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生产经营针织服饰为主的
外贸企业，产品主要销往
日本，企业年销售收入达
500 万美金。为了扩大生
产规模，提高产量，去年 6
月，企业着手新建厂房，眼
下，该厂房正在进行外立
面及内部的装修，预计9月
底完工，10 月份正式投入
运营，预计年销售收入将
增加200至300万美金。

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周颖石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瑾敏
朱南州 徐海波）农村“厕所革命”是
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重要载体。今年，丰利镇将
凹桥村确定为农村户厕改造整村推进
项目试点村，计划新建改造农厕1137
户，预计9月底前全面完成改厕工作。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
边。一直以来，农村旱厕简陋脏乱，气
味难闻，是乡村“颜值”提升的一块“绊
脚石”。这几天，施工人员正在对凹桥
村村民於善朋家的厕所进行改造，作
为“厕所革命”的受益者之一，於善朋
家用上了冲水坐便器，厕所旁也修建
了化粪池，这让他对改厕这一民生工
程赞不绝口。

厕所虽小，但关乎民生，容不得
半点马虎。据了解，今年凹桥村厕改
以4个自然村为单位，采用分段邀标
的方式招募4个工程队进场施工。实
行挂图作战，落实任务分解，量化推
进改厕工作。施工队负责人刁宝强

告诉记者，他的工程队主要负责220
户农厕改革，抽粪、挖池、封池、装马
桶人员分批进场作业，目前总体进度
在60户左右。

“因为厕改工程都是流水作业，
目前在施工中的有220户左右，我们
保证在9月底之前，确保全村百分之
百安装完毕。通过这次改厕，我们
农村的人居环境和卫生都提高了一
个新的高度。”丰利镇凹桥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本泉介绍，早在
今年5月初，村两委便着手开展户厕
摸排，一方面对全村旱厕进行全面
排查，另一方面对 2013年以来所有
卫生厕所开展回头看，重点对改厕
现状进行摸排，并逐一登记在册，确
保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同时，在施
工过程中，建立由工程监理、村干、农
户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实施全程施
工跟踪，做好户厕平台信息录入以及

“一户一档”资料整理，确保全村“厕
所革命”有序推进，补齐人居环境整
治短板，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丰利镇凹桥村

小厕所“改”出乡村新面貌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富民惠民

点题人：掘港街道灯塔社区昆
仑花苑小区部分住户

点题内容：自今年 1月起，原先
的物业公司从昆仑花苑小区撤出
后，小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这
给业主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出面协调解
决，规范化管理小区。

首问负责记者：高玉霞 周颖石
目前，昆仑花苑小区约有210户

居民，其中近三分之一为租户。当
天上午，记者看到，小区目前呈开放
式管理，无门卫值守，且“破墙开门”
现象较多。目前，小区共有 6扇门，
车辆、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安全状况
堪忧。部分业主告诉记者，非小区

住户横穿小区进出、路灯不亮、车乱
停、垃圾乱扔等现象已成为小区常
态，给住户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随后，记者来到昆仑花苑所属
社区灯塔社区了解情况，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小区有四扇门均为破墙而
开，他从之前的相关负责人处了解
到，其中三扇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开发商在建房时占用了附近部
分村民的土地，并承诺他们可以从
小区内进出。还有一扇门是近年社
区改造中新开的，当时有居民为进
出停车方便，申请开设小门，并自费
安装了密码锁。但由于之前的相关
负责人已经离职，自己并不清楚具
体细节。针对小区无人管理的状
况，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社区
正在积极筹划重新选举新的业主委
员会成员，争取尽快明确小区今后
的发展方向、管理模式，推动小区规
范化管理。

小区无人管 业主困扰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通
讯员 张浩 孙其然） 7月 29日，刚刚
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唐奕涵
带着一面印着“爱心助学 为国育才”
的锦旗急匆匆地跑进国家电网江苏
电力（如东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
服务队的值班室，迫不及待地将这个
好消息分享给这群对她关怀备至的

“红马甲”叔叔。
“郭叔叔，我考上了，我考上复旦

大学了！”党员服务队队长郭鹏笑容
满面地从唐奕涵手中接过复旦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反复观看，嘴里不住地
说道：“太好了，太好了，这份通知书
就是对你十几年付出最好的回报，也
是对你妈妈最好的报答。”录取通知
书在服务队队员们手中传递，欢声笑
语洋溢在整个值班室。在一旁的唐
奕涵妈妈也跟着热泪盈眶，“没有你
们就没有孩子今天的成绩，我们无以
回报！”

2020 年 4 月，共产党员服务队
在一次帮助如东县高级中学实施双
电源改造工程中，从时任校长管建

华口中无意得知，当时还在上高一
的唐奕涵品学兼优，但因为单亲家
庭的原因，家庭经济状况拮据，只
能依靠母亲开出租车的微薄收入维
持着基本生活，不过好在唐奕涵懂
事聪慧，同时又吃得下苦，考试基
本都在年级前一百名。党员服务队
队员们顿时对这素未谋面的小姑娘
又是敬佩又是同情，当即与校长商
量，请学校牵头，由服务队资助唐
奕涵读完三年高中。不到一个星
期，服务队就与唐奕涵母亲见面，
并将第一笔爱心助学金交到她手
中。

3年来，党员服务队不仅资助了
唐奕涵学费，还对她的生活倾注了许
多关心和帮助。因为担心过多的联
系会影响唐奕涵的学习生活，郭鹏只
与唐奕涵的母亲联系，定期关心唐奕
涵的学习状况，多次购买复习资料、

辅导书送给她们，逢年过节还会给母
女俩送去米、油等生活必需品。在高
考前夕，党员服务队队员们还将唐奕
涵母亲请到公司参加为职工举办的
考前心理调适咨询讲座会，调整她的
心理。

唐奕涵母女与党员服务队多年
的努力没有白费，唐奕涵最终以 653
分的高分被复旦大学成功录取！“这
孩子真是太棒了，我们除了为她感到
高兴，也希望她能继续保持着拼搏的
状态，一路前行。”据了解，唐奕涵大
学求学期间，党员服务队也将继续对
她进行资助，直至她毕业工作。唐奕
涵告诉记者，她在选择志愿时，毫不
犹豫地填写了医学系，因为那是她一
直以来的梦想。“希望通过学医将来
能帮助到更多人，将服务队叔叔们给
我的关心关爱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
人。”

一份录取通知书背后的故事
——如东供电公司助学小记

身边的身边的感动感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季湘
婷）县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报告，
未来 10天，我县日最低气温维持在
27-29度，日最高气温均将达到 35
度以上。从 4日开始，我县将出现
37℃以上高温，9-11日最高气温将
达到39度左右。

记者从县气象台了解到，今年
以来，我县高温日数明显偏多、强度
偏强。截至目前，国家观测站高温
日数12天，7月10-14日我县持续5
天出现高温，极端最高气温38.3℃。
1991年以来，我县年均高温日数 10
天，年最多高温日数 35天，出现在
2013年；最长连续高温日数14天，出

现在2017年；极端最高气温39.2℃，
出现在2017年。

据介绍，今年高温日数偏多、强
度偏强的原因，一方面是副热带高
压的异常强盛，另一方面是今年以
来台风胚胎生成偏少。副热带高压
宛如大蒸笼“扣压”在我县上空，寡
云少雨，太阳辐射直达地面，导致副
热带高压内部持续增温，外界没有
足够强大的天气系统将水汽输送进
来，因此高温的持续及强度偏强不可
避免。县气象台副台长俞子闲提
醒，气温的升高也将导致午后局地热
对流的发生，居民在防暑降温的同时
也要注意预防午后强对流天气。

未来十天高温席卷我县
日最高气温直逼40度

弘扬最美精神弘扬最美精神 构筑道德高地构筑道德高地

《南通如东万洋众创城工业集中
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全文
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
rdvanyang.com，公众可以下载查看
电子版报告书或联系环评单位查阅

纸质报告书，可以电子邮箱、信函、电
话等方式向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
表。征求意见时间为即日起10个工
作日。联系人：冯工，电话：025-
85699130，邮 箱 ：631617425@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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