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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多措并举
鼓励职工留通

晚报讯 近日，位于崇川区永
兴街道芦泾港社区的江苏斯得福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向全体员工发
出留通过年倡议，并制定一系列
鼓励举措。

为让员工留通过年，该企业
除发放生活补贴和春节大礼包
外，还专门建立微信群，组建就地
过年员工大家庭，让大家在一起
度过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

通讯员陈楚

红红火火的福
响响亮亮的课

晚报讯 1月 28日，崇川区
唐闸镇街道尖沟头社区党委，牵
手融合党建带的中铁十四局南通
轨道交通2号线03标段等单位
党组织，开展党员活动。

活动通过第一现场上党课等
形式，让基层书记讲，让身边的党
员、群众说，感受实实在在过上小
康生活的甜头、家和万事兴的奔
头、幸福美满生活的味。

通讯员牧童 单俊

开展理论宣讲
开启冬训新课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陈桥街
道丽都社区党总支在街道“讲习
亭”内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
宣讲活动。

此次冬训，丽都社区跳出以
往“会议室学习”固定模式，将课
堂搬至户外，同时通过读书讨论、
交流分享等形式，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让党的理念深入人心。

通讯员黄煜

保证廉洁过节
开展廉政宣传

晚报讯 近日，崇川区城东街
道新桥北村社区监委会、工会联
合开展“春节”廉政提醒会。

活动向辖区居民群众、单位
职工宣传有关廉洁规定，提前做
到明制度、早预防、严执行，确保
大家过一个平安、愉快的春节。

通讯员陈雪萍

扎花灯迎新年
弘扬传统文化

晚报讯 1月28日，崇川区城
东街道濠东社区工会邀请扎灯老

人王进生教辖区职工扎荷花灯。
此次活动职工们既愉悦心情又

增长知识，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把我国的传统手艺传
承下去。 通讯员范菲菲

拧紧安全阀
查找身边隐患

晚报讯 1月27日，崇川区天生
港镇街道泽生社区党总支、工会联
合会结合网格化工作，在节前对辖
区店铺逐一开展冷链食品巡查及相
关法规知识宣传。

本次行动进一步强化辖区商户
和职工、群众法治意识、疫情防控意
识，积极营造健康温暖的节日氛围，
带动辖区群众共同努力度过一个安
全祥和的春节。 通讯员朱伟

参观张謇故居
汲取精神力量

晚报讯 1月26日，崇川区永兴
街道永和佳苑社区、曙光社区联合
天生港镇街道八一村、龙潭村开展

“支部对对碰、党建廉廉看”冬训寻
访活动。

四村居新当选的“两委”成员
30人来到南通博物苑的濠南别业
张謇故居参观学习，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汲取砥砺奋进和廉洁务实的精
神力量。

通讯员刘小玉 陈婷婷

社区义诊活动
助力居民健康

晚报讯 1月29日，崇川区陈桥
街道天和社区联合树北村开展“冬
日暖阳，助力健康”新时代文明实践
义诊活动。

此次义诊活动提供免费量血
压、测血糖、疾病咨询等服务，前
来参与的居民络绎不绝，取得良好
效果。

通讯员曹甜 黄晶

手工创作贴图
阅读经典诗句

晚报讯 1月27日，崇川区永兴
街道越江社区老党员和社区志愿者
走进幼儿园，与小朋友们诵读三字
经，并一起完成手工创作贴图。

活动中，小朋友们与老党员、志
愿者们积极互动。这次的阅读、创
作活动让小朋友们与圣贤为友，与
经典同行，也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中
华传统美德的能量。

通讯员王一心

“河道干净了，我们这些临河
的商家也是受益者，应该大力支
持截污工作。”

连日来，崇川区商务局、学田
街道及果园社区的巡河小队来到
南川一河周边，向商户们宣传如
何保护河道知识。

南川一河只是一条四级河
道，全场500米，从崇川法院起，
到科苑桥止，流经南川园新村、通
明花苑等住宅小区，与二级河道
南川河相连。河道两侧虽没有工
业企业，但因为建于1995年的老
小区——南川园新村雨污未分
流，存在生活污水排放问题，河道
一度水质发黑，有异味。“有时还

有居民在河边洗拖把、扔垃圾，
偶尔还会出现乱种植。”果园社
区党委书记季亚娟介绍，导致南
川一河水质不佳的主要原因是部
分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及沿河商
户产生的污水。经过近两年的整
治，污水直排现象已大大减少。

自实行巡河工作常态化以
来，巡河小队的成员们每月要
开展两次以上联合巡河，街道
级河长每周一至两次、社区级河
长几乎每天都要在河边走一走、
巡一巡。

“从亚太苑出发、到南川园新
村，再到通明桥、科苑桥，能完整
地将南川一河两岸细细走着巡一
遍，大概要一小时，骑电动车大约
30分钟。”学田街道河长办工作
人员孙钢介绍，南川一河长度虽
只有500米，但巡一次河要穿小
区、过桥，有的地方电动车过不

去，只能靠双脚丈量。次数多了，巡
河小队总结出了这样一条不走回头
路的最佳巡河路线。季亚娟介绍，
生活污水直排的现象虽然已经少
了，但仍有新问题不断出现，如杂树
倒塌、生活垃圾乱扔、乱种植等。两
个月前，在法院桥东侧的一块待开
发地块上，有居民沿河种植了200
多平方米，巡河小队几次联系该居
民，这块乱种植才拔除干净。

“多亏了巡河小队，很多污染河道
的行为被纠正了。”与巡河小队一起来
到南川园新村，家与南川一河只隔一
道围墙的顾阿姨对我们说，“河水干净
了，大家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

“巡河小队的任务远远没有结
束。”孙钢说，接下来，大家将进一
步加强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等
宣传，发动周边居民、商户一起行
动，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目标。 本报记者袁晓婕

多方联手守护家园碧水清波
南川一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晚报讯“这是企业党员，以
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也可以
找他。”1月27日，在一户残疾家
庭里，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文峰社
区网格员正在向户主介绍江苏银
行城区支行党员吴燕。

为让党员冬训成效落到实
处，文峰社区发挥辖区大党委作

用，为网格党员和企业党员“找活
儿干”。年初，江苏银行南通城区
支行党支部、江苏银行南通支行办
公室党支部与文峰社区和谐风、优
育风邻里党支部共建，签订“企业-
网格”共建协议。协议一签完，邻
里支部书记就把网格内的困难家
庭“介绍”给企业党支部。

“我的孩子也差不多大，明天
我把孩子的书籍给他们家送来；米
油、春联福字这些年货我们给多备
一份；防诈骗、防疫知识，我们和
空巢侨眷们聊聊……”在走访困
难群众中，企业党员纷纷献计献
策，争做邻里志愿者，用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 通讯员陈怡

晚报讯 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
到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同时让异地
在通人士也能感受到留通过节的温
暖。上月25日崇川经济开发区观
音山街道星火社区、中沙社区、明星
社区、山港桥社区联合南通紫东幼
儿园举办“同心筑梦启航2021”幼
儿文艺汇演。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汇演利
用网络直播形式，将“文艺大餐”送
到中铁十九局项目部，让异地留通
过年的员工们享受到孩子们带来的

“童心同梦”。
中铁十九局项目部施工员李小侠

表示：“今年过年我们不回去了，留在
南通过年。”此次活动是崇川经济开发
区观音山街道星火社区、中沙社区、明
星社区、山港桥社区联合举办的“同心
协力齐抗疫 异地过年一家亲”系列活
动中的第一场活动，接下来还有留通
过年大礼包赠送、红书加油站、书香满
新春等活动，社区将通过系列活动，真
正让异地留通人员感受到一家亲的温
暖、一家人的温馨。 通讯员黄颖

晚报讯“90后”的顾晓敏，
是崇川区秦灶街道桥北社区劳动
保障平台协理员，也是关心下一
代委员会的骨干，还是统一战线
的联络员，是社区里的名副其实
的“多面手”。

迎着朝阳，早晨的忙碌匆匆
而来。面对前来办事的人群她总
是保持着笑脸让人们排着队不要

拥挤，耐心的解答让人如沐春
风。老大爷、老大妈来办事时总
是漏带一些东西，她也不忍心看
着跟爷爷奶奶一般年纪的老人再
来回跑一趟。在政策的允许下，
巧妙地解决了很多“小问题”。这
样既满足政策需求，也能更好地
服务为民。

夕阳西下，小顾的身影穿梭

在小区居民楼里，她要把最新的疫
情防控政策传达给人们。她逐户
走访，确保人们能够熟知《全民参
与冬春常态化疫情防控十项措
施》《全民抗疫健康行为“十要十不
要》，万家灯火一一亮起，她还在办
公桌前给未摸排到的居民住户打电
话，了解情况。

通讯员严天泽 记者任溢斌

晚报讯“许书记，这是我们
单位生产的口罩，一点心意，请
您收下”。近日，江苏华实织业
有限公司经理顾银桂，亲自向社
区送上1000只口罩，支援小区防
疫工作。

据了解，江苏华实织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生产家用纺织品和医

疗防护用品的大型企业。在去
年的疫情防控中，该企业就多次
主动捐助医用防护物资，协助企
业开展人员管理，共筑疫情防控
长城。

顾银桂表示，看到社区干部
在开展下户宣传、摸排等工作的
时候，经常出现一只口罩要用一

整天的情况，大家的安全很难得到
保障。作为辖区企业，尽点绵薄之
力也是应该的。自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民主港社区已涌现出多名
爱心人士。他们或协助信息排查，
或捐赠防疫物资，共同助力社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记者袁晓婕 通讯员陈辉

“90后”工作者无私奉献在基层

做社区的“多面手”

为党员“找活儿干”
文峰社区发挥辖区大党委作用

将“童心同梦”汇演送到地铁项目部

网络直播献上“文艺大餐”

助力社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企业捐赠千只口罩

1月 27日，崇川区新城
桥街道八厂社区党委、关工
委、妇联、网格办在同心邻里
红管家党建联盟开展党员冬
训活动。在志愿者指导下，
小朋友每人都亲手制作出一
个精致的小灯笼。丁治平

自制灯笼
喜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