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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今日看点
详见 A2➡

用“温度执法”
呵护城市“烟火气”

文明典范城市·我建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徐成 周
玲） 1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司祝
建率队赴长江镇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市委常委、副市长陈鸣华，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钱志刚参加调研。

司祝建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长
江镇科技企业孵化器、江苏华永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日达智造科技
（如皋）有限公司，参观了企业生产
车间和实验室，听取了企业负责人
关于企业经营概况以及特色产品研
发进程的介绍，详细了解了企业在
科技研发、产学研合作、人才引进
等方面的情况。座谈会上，长江镇
相关负责人汇报了长江镇今年以来
科技工作开展情况，并围绕全市

“一轴双核”科创发展布局思路，深

入阐述了长江镇聚力打造科创走廊
南部核心的规划部署。

司祝建对长江镇科技创新工作取
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就如何做好下一
步工作，司祝建指出，长江镇要充分
认识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打造跨江
融合发展的样板区；要多措并举，全
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通过宣传发
动、行政推动、政策驱动、人才拉
动、典型带动、服务联动、项目促动
等，加快推进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
建设；要围绕科技创新，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推动产业融合；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落实各项保障措
施，确保将科技创新工作抓紧抓好抓
出成效，打造长江科创品牌。

市领导调研
长江镇科技创新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蔡梦
玉）温室大棚养黑鱼，金秋十月
喜丰收。13日，央视新闻直播间
《丰收中国》栏目连线直播了我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桥港村温室大棚
里特色黑鱼起网捕捞的丰收场景。

由于养殖的黑鱼属于南方鱼
种，喜高温，如果温度过低，会
不利于黑鱼生长，而大棚养殖很
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据了解，
桥港村黑鱼养殖面积目前已超过
1万亩，超过200户农户加入黑
鱼养殖行业。黑鱼产品也已经销
售到长三角、珠三角的30多个大

中城市，并在主销区各大中型农
贸批发市场建立了40多个大中型
批发网点，黑鱼产业已成为当地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桥港村从黑
鱼的养殖，到深加工、销售，打
造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实
现了“养殖——加工——销售”
全产业链运作，全面提升产品附
加值，日销约7.5万公斤。

央视记者汤涛说：“这次连线
直播走进如皋，看到小黑鱼

‘游’出完整产业链，这是如皋百
姓独特的致富经。”

丁堰镇永欣农贸市场：

稳住日常菜篮 打造文明标杆
农贸市场是居民“菜篮子”供应的

重要场所，涉及百姓民生，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一个窗口，其综合整改一直是创
建文明典范城市的重点和难点。位于丁
堰镇的永欣农贸市场，坚持对照创建要
求，自我加压，持续提升服务质效。

明确清晰的分区，多而不乱的货
品，宽阔整洁的内部道路……昨日，尽
管已经临近上午10点，还是有不少周边
居民在农贸市场进行选购。“以前有不
少摊外摊，乱七八糟的，现在都没有
了。”摊贩蔡建华在这里贩卖蔬菜10多
年了，十分熟悉农贸市场的变化，“以前
一些烂的东西也乱丢，现在都放在垃圾

桶里，卫生也好了很多。”
永欣农贸市场占地32亩，有固定经

营户150人左右，销售产品涵盖蔬菜、
鲜肉、海鲜、河鲜等多个门类。不过，由
于建设时间较早，相关设施已经较为陈
旧，为此市场方下大力气进行了提升。

“首先是雨污分流改造，尽管管道改造
会影响商户的营业，施工难度也比较大，
但为了环境，这是不可避免的。”永欣农贸
市场负责人杨子江向记者介绍道。

看不见的地下管道，看得见的统一
店招和亮化工程，市场方先后投入100多
万元，在尽量不影响经营的情况下分步实
施改造工程，让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文明的发展不仅是环境的改变，更
是人意识层面的提升。在优化硬件条件
的同时，相关部门与市场方一齐加强管
理，让文明有“面子”更有“里子”。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丁堰分局局长刘晓庆说：

“我们联合地方的城管、公安以及消防
等部门不定期开展联合检查，按照创建
的要求，把发现的问题进行交办。同时，
我们也会对市场内经营户的经营资格
以及经营行为进行监管，每周基本会来
两三次。”

良好的环境带来的是顾客的肯定。
虽然大型商超迅速崛起，但永欣农贸市
场的生意依然红火。“工作日，顾客大概
有三四千人，如果是节假日，能有七八
千人。”杨子江告诉记者。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标准提升持
续在进行。杨子江表示，农贸市场正在
逐渐“超市化”，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围
绕创建要求和群众需要，加大改造提升
力度，将农贸市场打造成文明标杆。

□融媒体记者黄玉树

央视聚焦！
小黑鱼“游”出完整产业链

一个智慧平台，32家养老服务
机构，347家居家养老服务站……一
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我市上下在养老服
务体系、老年人生活保障、养老服务
工作创新等方面不断做出的积极努
力。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
公布，老龄化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如
何应对老龄化也成为全社会的课题，
有着“世界长寿乡”之称的我市，也
同样面临着 40 万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智慧养
老+嵌入式养老+医养结合”的养老
新模式，推动全市养老事业健康发
展，为老年人绘就幸福晚年。

社区建“站”
满足多元养老需求

在丁堰镇朝阳村党群服务中心
内，坐落着一个“独门独户”的小
院，小院里两栋古色古香的平房就是
朝阳村运营了快3年的嵌入式养老中
心——丁堰镇朝阳村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走进服务中心，房间、厨房、餐

厅、小菜园一应俱全，老人们有的悠
闲地散着步，有的惬意地看着电视，
生活轻松舒适。“这里服务好、位置
好、空气好。”社区老人范爷爷告诉
记者，他和老伴已经在这里住了两
年，方方面面都被照顾得很好，孩子
们有时间就来看看他，住在这里心情
特别愉悦。以村（社区）为中心，通
过村（社区）提供的闲置用房，打造
家门口的养老平台，让受助老人离家
不离村，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接受照
顾，这种“嵌入式”养老新模式是我
市多年来通过不断探索形成的，既能
缓解老人的思家之情，也便于子女的
探望，很受老人欢迎。

“根据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要求，长寿星养老服务中心运营模
式是探索养老服务体系的新方法，在
丁堰镇和下原镇逐步建立起了村（社
区） 居家养老服务连锁化运营机
制。”长寿星养老服务中心总院长顾
秀芳告诉记者。当前长寿星养老服务
中心连锁丁堰镇敬老院和下原镇敬老
院，分别有13个村（社区）和5个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连锁化运营。

立足于群众需求，把服务延伸到
各个村 （社区），送到百姓家门口，
我市因地制宜破解养老难题，真正做
到了让老人老有所乐。

智慧平台
打通服务最后一米

“奶奶你好，今天在家吗？我们
今天会有助老员上门服务。”近日上
午8点半，在如皋市安康通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调度中心，话务员刘小
婷拨通了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平均每
天她能成功拨通75通电话。“我们主
要负责拨打电话、接听电话，然后做
好回访的统计。”刘小婷说，他们的
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助老员的服
务质量。而在刘小婷工位的对面，是
一个满墙的大屏，上面实时显示着全
市各个镇（区、街道）助老服务工单
的执行情况和统计情况。2017 年
起，我市融合“互联网+”全新理
念，通过招投标引进“安康通智慧养
老”管理服务团队，开启“居家智慧
养老”新模式。今年7月份，我市将
全市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特困人
员及低保对象中的中度、重度失能老
人纳入政府居家上门服务范围。通过

不断细化各镇（区、街道）调查、摸
排上报老年人的类别和数量，在服务
保障老年人数的基础上从4.8万多人
提高到70075人。

“帮我洗头、洗脚、剪脚趾甲、
扫地等，只要有需求就和助老员讲，
服务非常周到。”老人朱秀英告诉记
者，助养员每个月按需上门一次，每
次不少于一个半小时，让他们老人的
居家养老生活更加惬意。“老人打电
话过来预约，然后我们接到预约工单
之后，就派给我们下面的助老员。”
如皋市安康通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惠说，老人只需一个电话，智慧
平台内部就会形成一个工单，按照工
单完成流程，助老员、服务站、调度
中心将各司其职依次推动工单完成，
让老人用最简单的操作，体验到最周
到的服务。

当前居家上门养老服务已经覆盖
全我市14个镇（区、街道），做到了
每个村（社区）配备1个助老员来帮
助老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老
年人居家上门服务工作做细、做实，
真正让老人在家也能体验到专业的养
老服务，不断提高老人服务满意度、
增强生活获得感。

【下转A2版】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金潇） 昨
日，市选举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审议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
文件，部署有关工作。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选举委员会主任司祝建主持会
议并讲话，市领导朱莹滢、张勇及市
选举委员会部分委员参加会议。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
举委员会副主任、选举办主任张勇作
出关于如皋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的说明。

司祝建指出，市镇人大换届，是一
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市选举委员
会要讲政治、识大体、顾大局，迅速把
思想统一到中央和省、南通市、如皋市
委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抓好市镇
人大换届工作。市选举委员会成员要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克服各种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提高认识，积极工作，真
正把换届工作的政治责任担起来。

司祝建要求，市选举委员会要充
分发挥作用，严格依法做好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各项任务，突出重点环
节，抓住关键节点，精准组织指导各
分会依法按程序做好选举各阶段的工
作；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发挥职能作
用，认真履行职责，为换届选举工作
提供坚强有力保障，积极营造风清气
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市镇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嵌入式养老+智慧养老+医养结合”

长寿乡开出高质量养老服务新“方”

位于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的南通辰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超声波检测仪器、磁粉检测仪器、视觉检测设备、轴承行业专业设备等，产品
功能涵盖金属件内部缺陷检测、外部缺陷检测、产品尺寸检测等工业应用领
域，以高精度无损检测为核心技术，辅以精密机器视觉与自动化应用技术，服
务于各领域客户，帮助客户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

□融媒体记者邱宇

文 明 健 康 有 你 有 我

我市选举委员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蔡梦玉 蔡
易）昨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司祝建带
队调研高端成套设备及关键零部件产
业链建设情况，实地走访了华东油压、
迅镭激光两家企业。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秦金春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华
东油压的经营现状、存在困难以及未
来发展规划的介绍，并就企业提出的
困难和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围绕我
市高端成套设备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链
现状及发展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司
祝建指出，企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高点定位，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
强与高校相关专业科研人才的交流合
作，不遗余力狠抓创新，将内部管理
做到极致，让资金用在刀刃上，让人

才主观能动性全面激发，让生产材料
物尽其用价值最大化，进一步做好延
链、强链工作，做到上下游产业链全
面发展、关键核心产业链做精做强。

随后司祝建一行实地走访了迅镭
激光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情况。会上，
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发展需求、行业发
展前景、企业招工用工等方面进行积
极讨论。司祝建表示，相关部门要深
入分析当前企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精准对接产业链重点企业，帮助
协调解决企业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
的问题。企业要始终坚持做大做强
的信念，做推动改革发展的中坚，为
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作
出新贡献。

市领导调研高端成套设备及
关键零部件产业链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