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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慧娟）3日下午，市
应急管理局集体约谈了 5家在积分管理
中排名靠后的化工医药企业负责人。这
也是《南通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积
分管理办法（试行）》实施以来，市应急管
理局对危化品企业进行的首次集体约谈。

此次约谈的 5家企业目前积分均低
于 70分，在全市纳入积分管理的 263家
企业中排名倒数。

约谈中，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张
欣要求企业负责人深刻剖析积分落后原

因、已落实的整改举措及下一步工作打
算。大家均承诺，将深刻反思、全面检视
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不足，带领
全体员工深入学习安全生产相关的法
律、法规，加大安全方面的资金、技术投
入，引入专业人才、信息化人才，用好“五
位一体”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平台，确保
将安全生产真正落到实处。

目前全市 263家危险化学品生产、
使用（化工、医药）、经营（仓储、带储存设
施并构成重大危险源）企业均纳入积分

管理范畴。一方面将安全事故、行政处
罚、风险辨识、依法履职等 9个部分量化
分解为 44个具体积分指标，按不同分值
逐项减分，通过反向惩戒，倒逼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对在安全生产相关
国家专利等 15项安全生产方面取得突
出成绩的情况进行加分，通过正向激励，
鼓励企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根据积分分值，我市对企业实施精
准管控。累计积分70至80分的，列为乡
镇（园区、街道）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
60至70分的，列为县级安全生产重点监
管企业；60分以下的，列为市级安全生产
重点监管企业，分档实施警示、约谈、深
度执法检查等。年度积分 60分以下的，
建议企业更换安全总监；连续2年或3年
内两次积分 60分以下的，建议企业更换
主要负责人；连续3年或4年内三次积分

60分以下的，建议当地政府对该企业实
施关闭退出。累计积分位居前 30位的
企业，通过降低检查频次等方式，分不同
区间给予企业适当鼓励。

目前，我市已依托南通市危险化学
品风险管控与应急一体化平台，建立了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积分管理系统，通
过信息化手段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生产积分管理，实现危化品企业积分透
明化、清晰化、公开化。一组数据显示，
积分管理办法实施 7个月以来，纳入积
分管理的263家企业中，已有121家企业
被扣分，27家企业申请加分，最高积分达
到 170分。“可以说，通过减分惩戒和加
分激励的动态监管，不少企业的主体责
任意识和安全生产自主化管理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有效防范和遏制了各类危化
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肖娟）为全面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促进法》，切实提高干部群众依法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法治意识，9月 6日，海安市正式开启“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乡村振兴促进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乡村
振兴聚合力、破难题、开新局。

活动中，“百姓名嘴”“理论宣讲员”结合“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系列宣讲活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
展精准普法。此外，活动将利用农民丰收节等特殊时
间节点，推动干部群众深入理解法律核心要义和精神
实质，让法律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

乡村振兴促进法全面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三农”
工作的法治实践，是“三农”领域一部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了规范指南和法律保障。今年9月初，海安市出
台《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方
案》，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乡村振兴促
进法普法宣传活动，提高全民参与乡村振兴热情，为
乡村振兴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如皋“铁脚板+大数据”线上线下督查

打通爱老助老“最后一公里”市应急管理局首次集体约谈积分落后危化品企业

敲响安全警钟 守牢安全底线

6日，南通港
通海港区集装箱
码头、堆场一片繁
忙。据市交通运
输局提供的信息，
8 月南通港吞吐
量有所回升，完成
货物吞吐2843.7
万吨，同比增长
11.65%；完成集
装箱吞吐18.2万
标箱，同比增长
11.91%。1-8月
累计完成货物吞
吐 20224.2 万
吨，完成集装箱吞
吐133.4万标箱。

记者 许丛军摄

再次踏入学校大门的那一刻，
我心中感慨万千，思绪交叠，莫名
的鼻子一酸，眼泪竟然已在眼眶里
打转。穿过蜿蜒的连廊，站在穿衣
镜前重新整理自己的着装，一阵微
风拂来，我好像在镜子里看到了正
为上护理实践课而整理着装的自
己。那时候的我眉目稚嫩，在这穿
衣镜前和同学聊得喜笑颜开，叽叽
喳喳地互相倾诉着第一次身着工
作服的新奇与喜悦，互相帮助将那
圣洁的燕尾戴于头顶。

在离开母校步入工作岗位的5

年时间里，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是阳
光下最平凡、最单调的职业，打针、
发药、输液、铺床，我们的工作繁
杂、辛苦，交班、接班、白天、黑夜，
我们的责任重于泰山。

“截至今日，全国已有xx人确
诊，密切接触者xx人，其中死亡xx
例，治愈xx例。”“不外出，不聚集，
戴好口罩，勤洗手，抗击疫情，人人
有责。”小区的喇叭里每天循环往
复地播放着。这是 2020 年的春
节，武汉最先暴发出的新冠肺炎，
让全国人民陷入恐慌。援鄂医疗

队每天的信息不断刷屏，全国各地
的医务工作者都逆行援助湖北。
作为一名工作还未满5年的护士，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全
国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此时的我在哪里？我在急诊，
一个充满着忙碌、急救、危险的地
方。护目镜、防护衣、外科口罩、手
套，裹了一层又一层，拖着这笨重的
身躯，连走路都愈发觉得吃力。面
对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需要单间
隔离、专人看护，病人情况危重，病
情进展迅速，胃管、尿管、吸氧管、监

护仪、呼吸机、血滤机，各种管路交
错复杂，将医生的医嘱正确迅速地
实施在病人身上是我的工作职责。
为了节约防护服，减少人员流动引
起的感染风险，十几个小时的忍饿，
憋尿更是家常便饭；摘下口罩，深深
的印痕都不能用手去触碰，脱下防
护服，汗水已将皮肤泡得发白。

无数的医务人员从各地奔赴湖
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感动的背影，
医院群里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报
名请战支援武汉。在我院已派出两
批医疗队的情况下，医院开始组建

第三批援鄂医疗队，护士长在群里
发布了报名消息，我第一时间回复：

“我报名！”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当
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积极参与是
我的义务，并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更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母校是厚重的，她如母亲般的
胸怀，始终在接纳、包容着我的缺
点。在这里，我完成了从青涩的孩
童到有志青年的蜕变，放飞了我的
职业理想，立志要将南丁格尔精神
传承、延续。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季忆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有奖
征文。来稿请同时发送至以下两
个邮箱：1733623883@qq.com（报
社 邮 箱）；1311958130@qq.com
（卫校邮箱）

在抗疫的特殊战役中

办理地址：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联系电
话：0513-68218781。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

线上办理
请扫码

遗失公告
▲缪德祥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证书编号：320623196010128503，声明
作废。

▲符仁全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证书编号：320623196406108591，声明
作废。

▲徐建群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证书编号：32062319680906X551，声

明作废。
▲刘周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F320524043，声明作废。
▲吴周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F320524042，声明作废。
▲宋承桦遗失苏建学府雅居5栋1303

室的车位维修资金收据一张，金额：贰仟伍
佰元整，收据号：0001822，声明作废。

▲徐海燕遗失监理员资格证书，证号：

苏建工监员（通）第1600179号，声明作废。
▲南通市崇川区进根修布加工厂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20602600340136， 正 本 编 号 ：
320602000201004260059，副 本 编 号 ：
320602000201004260061 ，声明作废。

▲南通华川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 建 筑 业 企 业 资 质 证 书 ，证 号 ：
D332269544，声明作废。

▲利群时代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工会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遗 失 ，证 号 ：
81320600MC3130648J，声明作废。

▲杜志刚遗失扬州大学毕业证书，证
号：11117120020500940，声明作废。

▲杜志刚遗失教师资格证书，证号：
20033229030000070，声明作废。

▲杜志刚遗失中学一级资格证书，证
号：320621030526，声明作废。

▲江苏腾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票
据一本，票据起止号段为：0002611-
0002640，声明作废。

▲江苏腾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票
据一本，票据起止号段为：0002641-
0002670，声明作废。

▲王香香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书，证
号：201132007154声明作废。

▲南通超力传动系统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2769876976J，声明作废。

▲夏子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Q320357354，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冒爱锋）近日，如皋
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和如皋市民政局职能科室相关
同志来到白蒲镇一户高龄老人家中，就老人亲属网上
投诉的“助老员不帮老人泡手、泡脚和洗头、理发”问
题实地调查走访。

7 月以来，由于居家上门服务对象调整，如皋
12345市长热线收到群众投诉明显增多，如皋市纪委监
委派驻机构采取“铁脚板+大数据”的形式开展督查。
线下，建立5个工作组，由市纪委监委、市民政局、镇民
政工作人员组成，负责走访民政系统、承接服务的运营
商、服务对象，重点排查运营商运行、助老员上门服务、
市民政局资金拨付等情况。线上，通过如皋廉政网、雉
水清莲公众号等媒体公布12388监督举报电话，督促各
镇、村利用公示栏等方式公布监督举报电话，进一步畅
通信访举报渠道。同时，梳理近期来信访举报、12345
政府服务平台、政风热线等涉及居家上门服务方面的
举报投诉，排查问题线索。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如皋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要求立即整改，并督促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居家上门服务落到实处。

如皋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还联合民政局创新建
立了“四查”机制，要求运营商利用客户服务终端检查
助老员的服务起止时间，邀请第三方机构上门核查服
务质量，如皋市民政局负责督查运营商和第三方机
构，如皋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如皋市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表示，将持
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严肃处理居家上门服务中出现
的问题，确保居家上门服务高质量开展。

（上接A1版）
开沙岛是长江下游一个江中小岛，原来岛上大多是

渔民，只有一条窄窄的泥路通向“码头”，每月通过摆渡
去镇上集中采购生活用品，顺便去邮局捎回报刊、书信，
遇到潮汛，三五个月信息不通也属常事。近年来，通州
区在开沙岛上建成“三桥三路”，总投资5000万元的开
沙大道贯穿小岛东西，总投资4.5亿元的东沙大桥乃全
省最长的农桥。

长江实施禁捕后，原来的渔民退捕上岸。昔日江上
漂，今日路上走。老家在洪泽湖畔，目前在开沙岛上垂
钓山庄帮人养鱼的董玉江说：“我在江景花园买了商品
房，家人都过来了，成为新通州人。每天开着电瓶车早
出晚归，生活安定。”

沐浴清新空气，欣赏诱人景色。开沙岛上的农路循
环线，全程都是景观。村民的住宅鳞次栉比，呈非字形
排开，农路贯穿其中，小车可以开至家门口。

南通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通州分中心党支部与开沙
村党总支结对共建，组成路地共建示范岗，开展护路、用
路活动。通州农路的管理养护资金全部纳入财政预算，
实施“路长制”，道路管养工作长效化运行。

挖掘特色，农商旅融合发展

从通吕公路折进东社镇东平路，一股特色田园村的
气息扑面而来。该路长2公里，宽5米，去年投入500万

元改成的柏油路，安装了路灯。
路西边是成片树林，利用原有建筑改造的三栋民居

融入其间，很有年代感；路东边居民墙上有山水画，江南
小筑等图案引人注目；路两边种植了樱花、红叶李、红叶
石楠、紫薇等植物，虞美人正在盛开。

在村公共服务中心二楼建有农耕文化展示馆，360
平方米的展厅里，陈列着大大小小千余件农具。

路东侧，8组村民周小香正在自家客厅缝制床上用
品，婆婆刚散步回来，在门口的板凳上闲坐。周小香
说，她家住海门区四甲镇，2002年嫁过来时，西边砂石
路，一到刮风天，门口就不能晒东西。现在就像生活在
公园里。

东平村党总支书记曹仪说，自2019年被列为江苏
省第三批特色田园试点村以来，村里充分挖掘乡土文化
特色，探索产业发展路径。

目前，村里拥有26家电商，农家乐3家，民宿1家，
在外农副产品销售专营店16家。村营收入由2019年
的 59.86 万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119.09 万元，增幅
98.9%。

石港镇睹史院村是乡村振兴示范培育村，今年投资
100万元，改造300平方米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文化大

礼堂，打造200平方米的村史馆。目前，正在紧张施工。
10多年前，睹史院村水陆两路并进，探索富民强

村之路。先修农路，三纵三横，至2013年，三四米宽的
水泥路进户率就达90%。贯穿村里的渔湾水道，长达
15.5公里，在政府的开发下，渔湾水道成为国家2A级
旅游景区。

去年，睹史院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江苏12个
村上榜，南通仅一家。

近年来，该村借助农路水路的优势，借助渔湾水乡
的湿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农商旅一体化融合发展路子。
前几年，连接两个码头的农路修好后，自驾游客就多了
起来。他们往往从起点上船，到农家乐点上几个土菜，
休闲一番再返程。

睹史院村以农路提升为切入点，打造一批“田、塘、
河、居、路”融合的田园景观，村党总支书记镇永忠说：

“目前，镇里正在与一家央企洽谈，按照乡村振兴要求，
借助渔湾景区，准备在睹史院村打造一个宜居小镇。”

富民强村，水泥路成致富路

上周，我们开车进入石港镇石北横路。只见南通洋
马健身器材有限公司门口，一辆大卡车正在装运健身器

材。“车上装了80套健身器材，将通过南通一家外贸公
司出口欧洲。”公司负责人邵建伟说，“去年门口的道路
拓宽了，20吨的重型卡车都能直接开到公司仓库，节省
了运输成本。”

志田村拥有42家企业，涉及纺织、钢结构、健身器
材、医疗器材等领域，去年村营收入近200万元。

站在石北横路北望，大块大块的稻田一片绿油油。
去年，石港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户志田村，建设面
积4387亩，受益32个村民组1300户。该村以此为契
机，在项目区新建11.17公里水泥路。

家住睹史院村10组的吴海峰原来在外地帮人家开
大货车，现在回到村里，买了4辆重型卡车，一辆自己
开，另外3辆租给人家开。每辆每年租金至少10万元。
他说，路通到了家门口，同样跑运输，为什么不回来自己
干呢。

兴东街道土山村77岁的明金标做过村干部，他说，
2001年前，村里都是泥巴路，一到下雨天根本不好走，
2008年底，村里招标建了长8公里宽5米的水泥路，他
与家人一合计，决定办一个织布厂。目前，工厂有6名
工人，配备一辆运输车，已经交给儿子打理。他平时在
家看看报纸，打打门球。

村党总支书记葛跃进说，去年村营收入280万元，
集体富裕了，村里环境也进一步改善。

本报记者 赵勇进 任溢斌 本报通讯员 张力

一路风景一路歌

（上接A1版）
近年来，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文

峰派出所积极履行“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职责，在接警处警、纠纷调
解、矛盾排查等日常勤务执法活动
中，全力做好普法教育工作。去
年，该所共接报警情1.5万条，居全
市之首。庄中秋一行察看了派出
所办事大厅和文峰街道社会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详细了解了“平
安前哨”工程建设运行新模式、事
件处置流程等情况，对公安系统相
关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庄中秋要
求，公安系统要围绕高质量发展主
题，持续保平安、优服务，奋力推进
法治建设走在前列，不断提升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玉
琴，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高山,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扬参加
活动。

奋力推进法治建设
走在前列

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
海安开启乡村振兴促进法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