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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本报讯（通讯员胡俊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近日，我市成
立首家质量合作社——如皋市机动车检验检测行业质量合作社。

该合作社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南
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和机动车检测行业协会等多方共同发起，
制定了行业自律条款、质量合作社公约，目前已吸纳20家机动
车检验检测企业入社。

质量合作社成立后，将实施统一机动车检测标准、统一质
量控制、统一人员能力提升、统一品牌发展建设、统一执法监
督等，在质量、标准、品牌、检验检测、信用、社员互助等方
面开展合作，推动机动车检验检测行业质量提升、转型升级，
提升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质量，促进全市机动车检验检测行业
健康快速发展。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从数据来看，破案率不高，为什么
不高？”“跟周边县市相比，我们工
作有啥欠缺？”近日，在如皋市《热
点关注·面对面》 电视问政节目
上，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和非法会
销泛滥”主题，主持人直逼问题，
被问政对象直面问题，点评嘉宾直
击要害。“成效如何？存在哪些问
题？怎样切实解决?”成了被问政对
象的“必答题”。

这是《热点关注·面对面》电
视问政节目的首次亮相，全媒体直
播、多渠道互动，市民不仅可以实
时收听收看，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和手机客户端进行互动，发表意
见、提出诉求，群众的声音得到最
大程度的倾听。“这样的问政，没有
预设，当面鼓对面锣，直面问题，
真正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差距。”
“《热点关注·面对面》电视问政
节目敢揭丑、不护短，问得犀利、
解决到位、看得过瘾。”新颖的节目
内容、真刀真枪的问政风格受到了
群众的好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为推动广大干部积极转变作

风，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百姓冷
暖，把人民群众关切的急事、难
事、愁事和盼望的事解决好，我市
创新执纪监督模式，以电视问政为
突破口，于9月份开设了《热点关
注·面对面》电视问政节目。该节
目通过网上收集、记者调查、人大
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等方式，
甄选出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再通过记者暗访，以视频短片展现
给观众。节目中设置了现场提问、
嘉宾点评、观众参与等环节，重点
对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履职尽
责、勤政廉洁、公正执法等进行现
场问政。

问政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
目标。我市通过“电视问政”的形
式，聚焦城市建设、环保治理、营
商环境、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通
过前期暗访、现场问政、事后跟
踪，把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切实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转变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实效。下一步，我市将进
一步探索完善“电视问政”常态化
运行机制，聚焦民本民生，强化执
纪问责，进一步推动广大干部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

崭新的易俗堂、宽敞的道德讲堂、
随处可见的移风易俗小品……来到石
庄镇西北角的邹蔡村，处处弥漫着移
风易俗的浓郁氛围。

曾经这里交通闭塞，存在着高价
人情、攀比成风等陈规陋习，近年来，
该村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建设易俗
堂、绘制文化墙等一系列举措，带动群
众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

一间新房
开出宴客“新方”

走进邹蔡村百姓大舞台旁一个
200多平方米的平房，映入眼帘的是
干净明亮的配菜间、摆放整齐的桌椅
和宽敞整洁的舞台，邹蔡村党总支书
记邹平告诉记者，这里是前几天刚刚
完工的易俗堂。“我们在易俗堂内配备
了空调、油烟机、灶台、锅碗瓢盆等等，
都是免费提供给村民使用的，可以容
纳10桌大约100人同时用餐。”邹平
说，村民在家办理红白喜事的时候，喜
欢请厨师在院子里搭建大棚摆宴席，
不仅影响交通，也影响环境，易俗堂的
投用大大改善了村庄面貌。

其实早在2019年，邹蔡村就在村
办公室旁建设了全镇首个易俗堂，引
领村民转变办事方式。“易俗堂齐全的
设备和良好的环境受到了村民的喜
爱，使用率很高，但是由于紧邻村办公
室，也存在了停车难等问题。”邹平说，

今年上半年，村两委重新选址规划建
设易俗堂，就是为了给村民带来更好
的体验。“这里就在主干道旁，门前有
一大片空地，可以满足村民的停车需
求，此外周边有百姓大舞台、村史馆、
农家书屋等等，村民参加宴席前后还
可以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一支队伍
缩减人情“铺张”

“邹书记，我来预约一下易俗堂的
使用，家里过段时间要办喜事，估计要
七八桌，志愿队也请您一起帮忙安排
好。”在易俗堂门前，记者偶遇了前来
预约的村民张光领，他告诉记者，这是
他第一次预约使用易俗堂，“家里好久
没有办宴席了，这次有喜事，第一时间
就赶来预约。”张光领说，对于村里的
易俗堂他一直保持着观望状态，但是
之前在老易俗堂参加过几次别人家办
的宴席后，他感觉这里环境好、服务
好，是办喜事非常好的选择。

张光领口中的志愿队，是村里成
立的专门服务于红白喜事办理的队
伍。“首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我担
任会长，村干部担任会员，再成立志愿
服务队。”邹平说，他们将红白理事会
的章程和制度都张贴在了易俗堂的墙
上，村民对照上面的工作划分，就能找
到相应的责任人。“我们有专门的记账
员和服务员，免费提供服务，让红白喜
事的办理更加井井有条。”“这个就是

易俗堂办事的台账资料，包括来宾多
少桌，菜品是多少元，礼金多少元等都
会全程记录。”志愿者王楠楠说，这些
记录本是移风易俗工作的见证。

统一服务不仅让居民更有获得
感，也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我们邹
蔡村以往的人情往来很高，攀比到几
千元的都有，现在我们进行统一服务，
一方面为村民节约了办事成本，另一
方面，我们有统一的记账员，可以压降
人情往来。”邹平告诉记者，曾经高昂
的人情让村民有口难言，后来村里向
大家发出倡议，但是口头宣传收效甚
微，自从将易俗堂使用和红白理事会
工作章程结合起来以后，人情攀比在
邹蔡村已无迹可寻。“我们现在村里的
人情往来是一般人员 200 元，亲戚
300元，都是公开透明的，获得了老百
姓的一致好评。”

全面宣传
谱写生活“新篇”

在邹蔡村进村的主干道上，随处
可见各种各样的标牌和文化墙，上面
绘制了宣传标语、村规民约，营造了
浓厚的宣传氛围。“我们将移风易俗
的宣传工作和人居环境的打造相结
合，在潜移默化中加深村民的印
象。”邹平告诉记者，文化墙和标语
是肉眼可见的工作成果，但真正让文
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的文化阵地，则
是“旧易俗堂”。

“今年上半年，在建设新易俗堂
的时候，我们同步对旧易俗堂进行了
改造，建设了道德讲堂。”一边开着
显示屏，邹平一边向记者介绍了这里
的设施，电脑、音响、LED屏、讲
桌、一百多张座椅……条件一点也不
比专业的会议室差。“我们以这里为
阵地，通过宣讲把精神文明带给老百
姓，促使他们向上向善。”邹平说，
道德讲堂自从投入使用，每次宣讲都
会吸引大批村民前来参加。“之前我
们办红白事都要讲排场、相互攀比，
现在听了村里的宣传，铺张浪费减少
了，奢靡之风也没有了，我们不仅能
节约钱还能省不少事……”谈起村里
的移风易俗工作，村民石映赞不绝口。

在如今的邹蔡村，大操大办红白
喜事的攀比之风已逐渐消散，取而代
之的则是另一种良性“攀比”，文明
新风真正在当地实现了落地开花。

“大家的荣誉感增强了，都在争创移
风易俗先进户、文明户，乡村气象焕
然一新。”邹平说，文明乡风是乡村
振兴的“软实力”，下一步，村两委
将一如既往地为老百姓做好服务，把
群众的需求当做工作的追求，把群众
满意当做工作的目标，深入推动移风
易俗工作，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石庄镇邹蔡村：

软硬齐驱 吹动文明新风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吴环宇) 26
日，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名单公布，江
苏共5个家庭入选。我市李继东家庭
榜上有名，是南通市唯一入选的家
庭。据悉，教育世家名单是教育部联
合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为开展首批教
育世家学习宣传活动而推出的，旨在
提升教师从教的幸福感、成就感、荣
誉感，激励广大教师长期从教、终身
从教。

李继东，如皋市安定小学党总支
书记、校长，从教27年。当教师是
他从小的梦想，因为他的爷爷和父亲
都是教师，“教书育人”早已融入了
他的家教家风。

李继东的祖父叫李子明，今年已
经90岁了。1947年，李子明走上三
尺讲台，成为一名教师。从教生涯
中，李子明一直秉承着最朴素的想
法：把学生们培养成对人民群众有用
的人。他教知识，更育人，用自己的
爱岗敬业与聪明才智，把乡村学校办
成了那个时代的标杆。

在李子明的影响下，李继东的父
亲李新民21岁便成了一名教师，但
他的教师之路并不平坦。由于脊柱反
S型侧弯，右侧上下肢肌肉收缩，李
新民行走十分困难。他在教学日记中
写道：“身体虽然残疾，只要精神不

垮，照样勇往直前。”工作时，他每
天五点就起床，花费两个多小时推着
自行车上班，从不因身体残疾而迟
到。上课时，他总会想方设法，化枯
燥呆板为生动有趣，他所带的班级成
绩年年名列前茅。

受家庭的熏染，1995年，自师
范学校毕业后，李继东便到乡村小学
任教，他深耕课堂，苦练内功，迅速
成长为享誉一方的学科名师。2008
年，李继东主动报名参加省“千校万
师支援农村教育工程”，赴灌云县白
蚬乡钱庄小学支教两年。支教期间，
他从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
为所在学校学生捐助图书300余册及
价值近千元的文具。在此期间，他还
先后指导6项课题研究，开设40多
次业务讲座，修改教师论文100多
篇。他出色的支教工作得到了两地教
育部门的高度肯定。

如今，李继东走上了管理岗位，
长辈的教诲，他一直牢记于心，“爷
爷经常对我说，党和国家把一个学校
交给了你，那你就要用整个心去办好
教育。父亲对我说，你当学生的时
候，你喜欢怎样的老师，那么你现在
就去做怎样的老师；你当老师的时
候，你欣赏怎样的校长，那你现在就
去当怎样的校长。”

直面问题 倒逼责任

我市首档电视问政节目开播

三代从教初心不改 教师世家薪火相传

我市李继东家庭
入选全国首批教育世家名单

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今天是来办理农保转职保的，上
个月我朋友办理还得去城里，这次我在家
门口就可以办理了，真是方便。”近日，在
九华镇为民服务中心，居民舒贵霞办完业
务后，还当起了宣传员，告诉街坊邻居能
够就近办理相关业务的好消息。

医保服务窗口是联系群众最密切、服
务群众最直接的部门之一。今年以来，我
市医保部门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携手九华镇全力推进“15分钟
医保服务圈”省级示范点建设，解决群众
医保经办服务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和堵
点。“我们这边是8月25日投入使用的。
在这里，经办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门
诊医疗费用报销等20项业务实现综合窗

口受理，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全面、更便
捷、更智能的政务服务。短短20多天的时
间，已经办理业务1000多人次。”九华镇
为民服务中心主任赵小明表示。

走进九华镇为民服务中心，科学合理
的分区，让群众对办事流程一目了然；完
善的区域便民服务设施和功能，为前来办
理业务的群众提供了清洁明亮、暖心舒适
的服务环境；而现代化的叫号、自助查询
设备，则有效提升了医保经办服务的效
率，减少了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窗口统一出件’的
综合柜员制服务模式，大大提高了现场办
理效率，实现所有事项一窗受理、一件事
办结，平均办理时长不超过10分钟。”九

华镇为民服务中心副主任顾胜男表示。
此外，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电子凭

证和江苏医保云平台，九华镇为民服务
中心拓展网上办、掌上办、终端自助办
等非现场办理渠道，落实“不见面”办
理，为群众提供更加广泛、实在和贴心
的应用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
腿，让群众少跑路”。“我今天是来办理企
业社保增员的，刚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
卡，有了这张卡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在企
业办理社保增员减员，不需要再到中心办
理，真是为我们企业省了不少事。”南通
市林江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周红林开心
地告诉记者。

“15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示范点的

建立，是我市医保经办服务升级再造的重
要举措，对于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让群众“零距离”享受“一窗受理、一
次办好”的暖心服务、提高群众看病就医
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还在同
步推进东陈、江安、石庄3个南通市级示
范点建设，等示范点验收通过之后，我们
将形成经验总结，在全市进行推广，让所
有群众在15分钟内就可以享受医保服
务。”市医保处副主任陈富强表示。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 讯 员陈富强

积极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 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便利助推机动车检验检测行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成立首个质量合作社

位于九华镇的江苏奕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加大技改投入，投资1亿元新建了
汽车底盘电控部件生产项目，引进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打造高自动化生产线。目前，
企业订单充足，工人们正抓紧生产。

□融媒体记者邱宇

今日看点
详见 A2➡

送戏下乡 文化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