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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是
世界儿歌日，
港闸区陈桥街
道社会事务办
联合河口社区
举办“重温儿
时经典”主题
活动。
于悦 陆艳摄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走出去”企业的海外项目是否
受到影响？近日，启东市税务局
对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进行了走访调研。

南通二建是启东市最大建
筑行业“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有
十九个在建工程项目，2019年
施工产值5.4亿，施工面积83万
平方米。走访期间，了解到春节
期间海外劳务人员回国后滞留
在国内，导致个别项目处于停工
状态，启东市税务局提出积极建

议，公司对此十分重视，决定采
取招聘当地工人，争取该项目早
日正常运转。

税务人员在关注“走出去”
企业海外生产经营状况的基础
上，及时送上了防疫期间最新的
税收优惠政策，并建立了“走出
去”企业服务微信群，邀请各位
海外项目负责人、财务人员加
入，及时分享国内外经济发展状
况、税收政策等信息，为“走出
去”企业保驾护航。

·周华 于环宇·

“五里树小学校门窄，放学
容易造成拥堵，需要整改。”“五
里树幼儿园门前的这个 S型通
道设计的很好，可以避免人员
聚集。”

20日下午，港闸区陈桥街
道政协联络组围绕关于“做好防
疫充分准备，为开学保驾护航”
开展协商议事。区政协副主席、
工商联主席张东华、陈桥街道党
工委书记顾红菊等来到陈桥中
学、五里树小学、五里树幼儿园

进行现场调研，了解学校开学前
的防疫准备情况。

调研结束后，委员们与家长
代表一同来到陈桥街道“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室进行协商。

“现在有一些家长开始带
孩子出去玩。”家长代表费海
东建议：“还是要注意防护。”针
对资源紧缺问题，顾红菊当场
表态：“街道现在还有剩余的口
罩、消毒液、体温计，可以提供
给学校。” ·田明珠·

她是一名退休工人，社区普
通居民，也是社区妇女志愿者队
伍的“常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主力军；她一直奋战在疫情防
控卡口第一线，作为一名志愿
者，忠于职守，吃苦在前。

她叫崔一国，64岁，中国农
业银行南通分行一名普通退休
职工，现在是崇川区城东街道新
桥苑社区凝新邻里理事、邻里妇
女骨干带头人。

卡口设立首日，她立马报名
志愿服务

今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严峻，根据上级要求各小区实
行封闭管理，崔一国没有因为自
己不是党员而置身事外，第一时
间报了名，作为志愿者与社区工
作人员一道奋战在抗疫一线。

社区人员排班上岗，崔一国
同社区工作人员一样上岗，每天
在卡口检查进入小区的人员和
车辆的时间不少于5小时。

在电子通行证办理期间，为
了减少卡口通行车辆等待时间，
崔一国每天晚上将“电子通行证
贴纸”提前启开一角。

晕倒在一线，第二天又回到
志愿服务岗位

大家劝她休息，她直摆手说
不累。2月15日，崔一国在指挥
车辆进出中，因为低血糖，突然
晕倒在卡口，才暂停了她的临时
工作。然而在医院检查后，崔一

国又回到了岗位上。
2月24日上午十点，崔一国

在指挥一辆非本小区车辆调头
时，司机急躁，疏于观察，左前车
轮压到了崔一国的脚面，崔一国
疼得眼泪都掉出来了。送到医
院拍片，幸好脚趾没有骨折，第
二天，她又重返社区防疫卡口。

抗疫一线，认真是底线，细
致是根本。崔一国的爱人吴汉
彬是一名党员，每次即便老公下
班进小区，崔一国也是一丝不苟
地量体温，吴汉彬也为崔一国竖
起大拇指，说就是要这样严把卡
口，认真对待每一个人。

能为社区居民做点事，是最
开心的事

楼道需要保洁，她来了；收
缴卫生费，她来了；哪家在装修
需要帮忙，她来了；重点疫区外
来人员需要登记隔离，她来了；
社区需要发放抗疫宣传资料，她
来了……

“社区无小事，居委会的同
志一天到晚忙得像个陀螺，我帮
大伙儿做点事，也是在为社区分
担一点任务，让他们有更多的精
力干其他的事。”

在非工作时间，如遇居民有
急事需社区办理，崔一国一边做
好安抚工作，一边电话联系社区
相应窗口工作人员，当好联络
员，第一时间回应居民的问题，
俨然一位“编外社工”。

·丁旭·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党员和志愿者们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港闸区秦灶街道苏阳社
区的居委会主任冯徐，既是一
名老党员，也是一名红十字志
愿者。作为十个村社区唯一的
女主任，在疫情防控期间她勇
挑重担，在小区绘下一道别样
的红。

冯徐个子小小的，人也瘦瘦
的，她连续 40多天站在一线门
岗，严格守好第一道防线。在疫
情特殊时期，有些居民不服从小
区封闭式管理，她耐心劝导；对
高、中风险返通人员，她细致劝
返，坚决将危险控制在萌芽。晚
高峰下班人流量大，车辆易拥
堵。她提出分流疏导的方式，一
边查验出入证，一边量体温，保
证了查验质量，提高了进入小区
的速度。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她任劳
任怨。“冯主任，我爱人嗓子有点

疼，能帮忙买点喉糖送过来吗？”
“冯主任，今天我女儿生日，能帮
我去买个蛋糕吗？”居家隔离的
业主有需求，她随传随到为他们
代购生活用品、采购药品，隔离
不隔爱，没有因为隔离降低生活
质量。苏建小区规模大、范围
广，从大门口的代购快递存放点
到业主家，起码一两公里，提着
重重的三四袋物品，常常累得气
喘吁吁。

疫情风险降低后，她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帮助店铺复工工
作。从接到经营场所复业申请
到负责现场审核，每一家单位，
她都严格把关，仔细核对防疫物
资、核对复业人员行程轨迹，做
好宣传指导，对符合复业条件的
第一时间办理复业审核，助力迅
速复业。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只要组织需要，我就会坚持
到底。” ·张小丽 任溢斌·

昨天，南通丁布儿海苔食品有限
公司的车间里，一包包寿司烤海苔从
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正在紧张生
产，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启东国投
融资担保为我们及时融资 800万元，
帮助企业解决了流动资金困难，公司
目前产销两旺。

新冠肺炎疫情让南通丁布儿海
苔食品有限公司陷入经营困局中，眼
下正是收购紫菜的好季节，公司急需
大量资金购买原材料，但因不能提供
充足的抵押物，造成了融资困难。

启东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启东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

了解到丁布儿的困局后，根据政府出
台的相关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优惠政
策，迅速决策部署为企业分忧。

国投融资担保公司对丁布儿公
司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依据企业
拥有的良好信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决定在该公司抵

押物不足的情况下为其解决流动资
金困难，并将担保费率从 1.3%降至
0.8%，切实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据了解，启东国投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受疫情影响的实体企业提供
多项资金融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黄海·

“云讲堂的内容挺好的，其中处
理亲子关系的小妙招我反复看了好
几遍，真的很管用。现在我每晚辅
导女儿作业时心情也平静了不少。”
南通市劳动模范、江苏恩达通用设
备有限公司员工朱育红开心地说。

朱育红所说的是海安高新区在
直播平台和微信公众号上推出的

“工会云讲堂”。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率不断提升，为帮助广大职工化解
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避免可能出
现的劳资纠纷，海安高新区总工会
联合区团委、妇联共同推出“工会云
讲堂”。每天 20分钟，邀请 10多名
海安特级教师、资深律师、演艺名
家，为全区 4万多名职工量身定制
了复工复产后的心理调适、疫期常
见心理案例剖析、职工维权案例解

析等共计 32 个学时的定向网络直
播课。

截至目前，共上线视频课程 6
场，场均获得 2万多人次点击观看。
江苏华艺集团工会干部章在武介绍
说：“虽然采取了严密的防疫措施，
但复工复产后职工心理压力还是较
大。这几天的课程对缓解职工心理
压力有很大的帮助。下一步，我们

准备组织员工线上集中收看，用好
这个资源。”

海安高新区总工会主席陈昕表
示，特殊时期推出“工会云讲堂”，线
上服务当好“娘家人”，希望引导广
大职工时刻绷紧防疫和复产两根
弦，迎难而上，共克时艰，为海安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

·范建峰 许萍·

“唉，我家种的黑糯米卖不出去，
可真愁人。”在近日一次走访中，海安
孙庄办事处界河村妇联主席唐小敏
得知村里有些村民自产的农产品平
时靠摆小摊或向周边的饭店送货销
售，疫情期间影响了销售。

闲暇时，唐小敏会在微信上销售
一些代购和自己制作的食物，有相对
稳定的客户，利用这一优势，她亲自
选取了几种产品，拍了照发到朋友
圈。没想到，不少客户得知她在助农
增收，都很支持，纷纷购买，村民的困
境得到了缓解。村民狄宝和感激地
说：“幸好有唐主席，解决了我们的大
难题，帮我们拍照片、找销路、上平
台、打包、发货，还不赚我们一分钱，
真是咱们贴心的娘家人！ ”

得知唐小敏利用电商帮助村民
售卖产品的事后，又有一些农户把产
品送过来，希望她帮大伙的货寻个好

“出路”。如今唐小敏的微商平台上，
有 10余种农产品，有桂花做成的香
甜桂花蜜酿，有美味土鸡蛋，还有手
工制作的香肠、腊肉等。可这却忙坏
了唐小敏，本就坚守在抗疫一线，工
作繁忙，还要帮乡亲们卖货。于是白
天抽不出时间，她只能利用晚上稍许
空闲的时间接待客户、安排订单、打
包发货，有时候一忙就是通宵。

唐小敏疫情期间借助微店、朋友
圈、微博等平台，共销售鸡蛋、青菜、蜂
蜜等10多个品种，帮助10余户村民解
决销售难题，而她未从中赚取一分钱，
每天依旧忙着选材、包装、发货、售后。

唐小敏说:“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为乡亲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
我的责任。通过这次尝试，我会立足
本地资源，把好质量关，通过电商拓
宽销售渠道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王子璇 魏凌云·

启东市税务局

助力“走出去”企业抗疫复工

陈桥街道

群商群议做好开学准备

新桥苑社区有个闲不住的崔大姐

防疫一线四处可见她的身影

苏阳社区老党员

瘦弱肩膀勇挑抗疫重担

全力守护企业资金“生命线”
启东国投融资担保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村妇联主席线上搭桥助销农产品
帮10余户村民解决销售难题

线上服务当好“娘家人”

海安高新区推出“工会云讲堂”

24日，江苏省海安
市白甸镇“银发护绿
水”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在施溪村的河道
里打捞水草和垃圾漂
浮物。

海安市白甸镇“银
发护绿水”志愿服务队
自2017 年成立以来，
他们坚持不定期在河
道沟渠里清除杂草和
打捞垃圾漂浮物，让整
洁的河道成为白甸镇
靓丽的风景线。

CFP供图

3月17日，第四批60名略阳籍务
工人员搭乘专车抵达海安，该市在人
社局公共人力资源市场大厅为他们
举行欢迎仪式。在进行有关岗前培
训后，这批员工将分赴福克斯、荣威、
金牛机械、竣昌科技等9家企业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用工和
劳动者就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为解决该市企业用工问题，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海安市人社局认真贯
彻落实海安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于 3月 1日-10日组织全市各区镇开
展赴外招聘“10日攻坚战”专项行动，
分 12组到陕西、云南、贵州等定点劳
务基地开展实地招聘活动。

企业复工有需求，政府保障有落
实。“疫情期间，我们主动加强与劳务
合作基地的沟通联系。企业复工后，
我们一方面建立‘点对点’‘一站式’服

务通道，通过包机、包车等方式保证老
员工返岗；另一方面联合重点企业，通
过线上招聘、赴外现场招聘等方式，继
续引进新员工。”海安市人社局党组书
记、局长沈宏华说。截至目前，在各区
镇、相关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该市分三
批从陕西陇县引进 270名务工人员，
分四批从陕西略阳引进292名务工人
员，从云南宁蒗引进 16名务工人员，
从四川引进46名务工人员, 从贵州引
进20名务工人员。近期，宁蒗第二批
务工人员将来海就业。

政策保障有力，举措务实到位。
为加强企业用工保障，海安市人社部
门牵头制订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复
工用工系列优惠政策。在规定期限
内,对企业新招录员工稳定就业3个月
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个人1000元/
人的补助；对为海安企业输送新员工

的劳务合作基地和引才合作站点，给
予 500元/人、最高可达 10万元的补
助；对通过包车、企业间拼车等方式接
送员工的企业，给予包车补助；落实重
点企业、重点地区来海务工人员专车
接送制；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通过
信息系统比对，直接将补贴资金拨付
至企业；对本市新增聘用超龄人员就
业且签订劳务合同，并按要求缴纳从
业伤害保险的企业，给予行业缴费标
准限额内实缴保费100%的补贴；鼓励
企业开展新录用职工岗前培训，给予
企业400元/人的补贴。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企业复
工复产的信心，确保各项政策红利落
地落实，海安人社局制定《支持企业
抗疫情稳发展精准服务工作方案》，
组织干部职工分七个工作小组深入
各区镇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点对点、

一对一”送政策送服务上门活动。通
过实地走访，精确掌握企业发展需
求；充分调研，对辖区内企业开展精
细化管理；认真梳理，实施“一企一
策”精准服务，助推全市就业形势整
体稳定。截至目前，已走访服务企业
493家。

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海安市人
社局副局长钟晓卫表示：将继续跟踪
企业发展需求，一手抓贴心服务，建
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及时帮助来
海务工人员处理工作、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确保招得进、留得住、用
得好；一手抓招工引劳，继续开展“招
本土、引周边”“以工引工”和赴外招
聘活动，最大程度解决企业用工难
题。与此同时，加强力量统筹做好后
续跟踪服务，确保政策兑现到位。

·周杰华 于维维·

海安人社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赴外招聘“点对点”就业服务“一站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