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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委、市政府围绕迎接全国文明

城市省级测评，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

进公民道德建设，放大“爱心城市”品牌效应，打造

城乡文明新风尚，塑造文明市民新形象，精神文明

建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深化拓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市文明办围绕

“我知晓、我参与、我快乐”主题，广泛宣传、普及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意义、目标、途径、要求。将文明机

关、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行业等群

众性创建活动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机融合。

在全市部署开展公职人员文明示范、企业文明塑

造、村（社区）文明维护、校园文明传递、家庭文明牵

手、媒体文明传播六大教育实践活动和“向不文明

行为宣战”行动。５月，编印《创建文明城市———你

知道吗》知识读本，引导全市人民以主人翁姿态积

极投身创建。６月，举办“众手浇开文明花”大型专

场文艺演出。１０月，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

益广告大赛，收到平面广告作品６５幅、影视作品

１５幅，评出一等奖２个、二等奖４个、三等奖６个、

优秀奖７个。

建设爱心城市　年内，结合第三届全国道德模

范评选和学习宣传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在全市组

织市第四届“爱心大使”、“爱心团队”和“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推荐评选活动，培育选树新爱心典

范。开展“爱心巡礼”活动，回访、关爱各类先进典

范。继续深化“双联双助”、社区结对共建、万人助

学、慈善月捐赠等爱心活动。将开展志愿服务作为

深化爱心城市建设新举措，组织贯串全年的“传承

小亭精神，弘扬城市大爱”主题活动，搭建爱心城市

建设新平台。确定每年７月２１日启动为期一个月

的“小亭志愿服务月”活动。３月，组建如皋市志愿

服务总队，同时成立专业志愿服务支队１３个，制订

并印发《如皋市志愿服务总队章程》（试行）。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月”活动，全市

５００多名文明交通志愿者参加活动。４月，启动“普

法邮路通万家”工程。５月，开展关爱农民工志愿

服务活动。６月，成立如皋市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

支队，制订《如皋市江海夕阳红志愿服务工作实施

方案》（暂行）。７月，开展如皋市首届先进志愿服

务组织和优秀志愿者评选活动，表彰先进志愿服务

组织２个、优秀志愿者８个。８月，组织开展如皋

市第四届爱心团队、爱心大使评选活动。９月，如

皋被列为“江苏省公民道德巡礼”八个典型之一，省

级各大媒体再次聚焦如皋爱心城市建设。１０月，

《半月谈》推出《爱在如皋》专题报道。１１月，市委、

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爱心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年内，以第三批全国文明

城市评选为契机，健全完善组织推进体系和创建工

作例会、月度工作推进、创建信息反馈、创建工作督

查、整改落实问责等相关机制。制订《全国文明城

市２０１１年测评重点工作任务分解及要求》，分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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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各项创建任务，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热点

问题。２月，召开文明城市创建动员大会，对第二

届如皋市爱心团队、爱心大使集中授牌、颁奖。６

月１２～１５日，作为苏中苏北唯一县级市接受全国

文明城市省级测评，以总成绩全省第三排名，跻身

３９个新一轮省级文明城市行列。７月，市委、市政

府制定下发《关于建立健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长效

机制的意见》，调整充实创建指挥部成员，深化四套

班子领导联系社区、机关部门挂钩结对共建，落实

月度创建工作推进督查和信息反馈制度。

公公公民民民道道道德德德教教教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文明办将创文明城与育文明

人相结合，全市有４人当选“中国好人”、４人当选

“江苏好人”、４人当选南通市第３４次文明新风典

型。深入开展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系列教育

实践活动，打造文明乡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２名学生被评为首届江苏省“百名美

德少年”。

市民素质教育　年内，在全市开展“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市民群众推荐、评议“身

边好人”，组织市各新闻媒体对各类获奖道德模范

集中宣传。“如皋爱心大使”赵小亭当选省第三届

道德模范，卢俊、袁建甫、丁雪峰、李实清４人先后

当选“中国好人”，丁雪峰、李实清、张谷才、徐俊山

４人当选“江苏好人”，卢俊、袁建甫、张谷才、丁雪

峰４人当选南通市第３４次文明新风典型。９月，

结合全国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组织开展“爱

心巡礼———如皋市道德模范宣讲”活动，组织道德

模范事迹报告团深入社区、村镇、学校、企业举行宣

讲报告会５场。

文明乡风打造　年内，围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深入开展农村群众性精

神文明建设系列教育实践活动，着力培育新农民，

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打造新环境。围绕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农村基层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围绕“大力弘扬新时期如皋城市精

神，迈进基本现代化，建设美好新如皋”主题，开展

“弘扬城市精神，建设美好家乡”专题讨论。开展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创业和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加强农民诚实守信、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教

育培训，提高农民科技致富、自我发展、辐射带动能

力。利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载体，借助

广播电视、网络技术等现代传播手段，加强社会主

义荣辱观、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科学知识、文明礼仪

宣传教育。深化文明户、文明村镇创建，在持续开

展“星级文明户”评比基础上，广泛开展文明信用

户、文化中心户、生态文明户、平安家庭、文明生态

庭院、“五好”文明家庭、“十佳”好婆媳、“十佳”孝敬

好儿女等创建活动。深化“榜说新事”活动，继续在

各镇村推广设立“光荣榜”、“提醒榜”，用传统形式，

发布群众身边好人、好事、疑事和难事，曝光、评议

不文明行为。深入开展“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

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加

强对各类社会文化活动指导，开展村（社区）文艺调

演。９月，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案例征集评

选活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年内，以迎接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专项测评为契机，不断强

化领导、创新载体、完善机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红十四军公园、文化广场、长江青

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等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全面

推进。年初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外教育辅导总

站建设的意见》，镇校外教育辅导总站实现全覆盖。

依托镇村中小学校，全市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２０

个。开展“缤纷的冬日”、“七彩的夏日”、“我们的节

日”、“优秀影片进校园”、“学党史、颂党恩、跟党

走”、“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爱心寻访”

等道德实践活动。结合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

组织如皋市道德模范宣讲团深入全市中小学校，开

展宣讲活动。配合南通市文明办，承办“童心向

党·红歌唱响红军走过的路”相关活动。组织参加

第二届全国优秀童谣征集评比活动，搬经镇夏堡幼

儿园老师张小琴的作品《生肖歌》获优秀奖。４月，

评比表彰如皋市“三好”标兵２９９人。１１月，建立

如皋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订

《关于加强村（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意见》与《关于“加强馆校衔接，共建第二课堂”的实

施意见》，举行“加强馆校衔接，共建第二课堂”启动

仪式。１２月，李琳玉、胡子昂被评为首届江苏省

“百名美德少年”。

（许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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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年内，市文明办根据《如皋市文明创建工

作管理办法》（皋办〔２００９〕１００号）进一步深化拓展

全市群众性精神文明系列创建活动，通过重点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责任目标任务完成、先进典型培

育选树、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

设、社会志愿服务情况等工作落实，推动社会文明

程度不断提升。市妇联以创建文明家庭、加强小公

民道德教育为重点，以志愿者活动为载体，开展文

明创建活动。

年内，全市受表彰南通文明行业２７个、南通文

明村２６个、南通文明镇６个、南通文明社区１２个、

南通文明单位６７个。在全市开展２０１１年度文明

系列创建工作，评比表彰文明行业２６个、文明镇

１３个、文明机关４７个、文明单位３９６个、文明社区

７９个、文明村４５个。１月，市妇联举办“手拉手我

们一起前行，心连心我们一起成长”迎元旦联欢会，

与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共聚一堂喜迎元旦新年。

市网上家长学校试运行，成为南通首家开通网上家

长学校的县（市）。成功承办南通市家庭才艺大赛

北三县预赛。３月，市妇联选送的张玉华家庭在南

通市家庭才艺大赛决赛上获唯一一等奖，并选送至

中央电视台三台《欢乐一家亲》节目。举办“牵手央

视，快乐体验”选拔活动，在全市选拔１４名四到六

年级学生参加中电视台少儿节目“快乐体验”《木偶

的故事》拍摄。５月，市妇联开展“我的幸福家庭”

评选展示活动，王汉杰、袁小琴２户家庭分别获南

通市“和谐家庭”、南通市“才艺家庭”单项奖，王莹

家庭获南通市“幸福家庭”综合奖，市妇联获优秀组

织奖。邀请心理咨询师在孔庙社区活动室举办“邻

里好，赛金宝”为主题的心理知识讲座，向社区妇女

发出《以邻为友、以邻为善、以邻为和》倡议书。在

迎春花园小区举办家庭美德宣传暨迎春花园文明

家庭现场展示活动，为小区居民搭建一个相识相

知、互动交流平台。举办“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生

活，携手共建全国文明城市”千人签名活动，发出

《低碳生活，从家庭做起》倡议书２０００余份，市委四

套班子领导、社区居民及学生约１５００人在“倡导绿

色、低碳、环保生活，携手共建全国文明城市”横幅

上签名。６月，市妇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举办“童心向党”小学生红歌演唱比赛。在如

城镇孔庙社区举办“争做‘五好’小公民，共创全国

文明城”专场文艺晚会。７月，市妇联组织巾帼志

愿者参与“传承小亭精神，弘扬城市大爱”志愿活

动，涌现泰慕士“爱心妈妈”，农商行“童心同行”，文

峰大世界、市委党校“爱心家园”，移动公司“阳光快

车”等优秀巾帼志愿服务团队。８月，市妇联组织

林梓镇林梓小学、奚斜小学１６０名留守儿童代表走

进南通，参加“关爱成长，喜看发展”———千名留守

儿童看南通暑期夏令营活动。９月，市妇联在孔庙

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浓浓中秋情，邻

里共守望”活动。

（许海霞　曹　璨）

干干干部部部廉廉廉洁洁洁教教教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纪委监察局以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廉政准则》及其

《实施办法》、《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

定（试行）》为主要内容，突出党员干部重点，综合运

用警示教育、典型教育、环境教育、情景教育、提醒

教育、预警教育等手段，使反腐倡廉教育入心入脑。

年内，全面开展“党性、党风、党纪”主题教育，

与市委组织部联合发文，在全市组织召开“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专题民主生活会，全面增强党员干部

党性意识、宗旨意识。向全市科级领导干部赠送廉

政台历，制作并组织全市领导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

《贪欲之祸》和《迟来的忏悔》。市委主要领导为全

市领导干部上专题廉政党课。拍摄勤廉班子、勤廉

标兵事迹专题片，在市电视台集中报道，掀起学先

进、赶先进、超先进热潮。重点组织开展全市第八

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５·１０”思廉日、９月份

“算好本色账”、“１２·９”国际反腐败日系列主题教

育月活动。以树立廉荣贪耻价值观为目标，面向全

社会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市委办、市政府办名义

下发《如皋市廉政文化建设任务分解表》，将廉政文

化建设任务分解落实到位，形成整体联动工作推进

机制。建成如皋市廉政文化广场，全年先后接待各

级领导、党员干部参观学习５０余批１０００多人次，

吸引市民参观１０万人次。依托红十四军纪念馆建

成廉政主题展厅，为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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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廉洁教育提供新阵地。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六

进”工程，年内有１家单位被评为江苏省廉政文化

建设示范点，７家单位被评为南通市廉政文化建设

示范点，２家单位被评为南通市廉政教育文化建设

示范基地。在南通市率先创建社区廉政文化学校。

与市法院等部门协作，成功举办第一届如皋廉政文

化大讲坛。包装推介如皋廉政木偶剧，先后赴镇

江、武汉巡演４０场次，观众达１３．５万人。５月，全

市首家社区廉政文化学校在如城镇城南社区成立。

如皋廉政文化广场落成开放，开创全省县级廉政文

化广场建设先河。１１月，南通市廉政文化建设推

进会在如皋召开。

【廉政文化广场落成开放】　５月１１日，如皋廉政

文化广场落成开放，开创全省县级廉政文化广场建

设先河。

如皋廉政文化广场位于市行政中心办公楼前，

总占地面积４．５万平方米，总投资６００万元。广场

主题突出，个性鲜明，功能完善，折射出廉洁文化的

昂扬正气，成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感受

廉洁、崇尚廉洁、践守廉洁的文化景观，为构建和谐

如皋注入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

经经经济济济发发发展展展软软软环环环境境境建建建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纪委监察局切实加强机关作

风效能建设，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

年内，广泛开展“优作风、提效能、树形象”活

动，对全市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实施效能监察，加

强考核，评选出“行政服务创新奖”、“行政服务优胜

奖”各５名。加强明察暗访，注重发现正反典型，发

出作风建设反馈单３６份。将８月定为“优化环境

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改进作风提效能，优

化发展环境促发展”主题活动，实现行政审批时限

比法定时限平均压缩７３％，取消省以上部门明确

取消的收费项目及其他有关收费项目４３项，免收

或降低收费标准１３项。下放７４项行政权力到相

关主功能区。参与制作专题片《为了人民的期待》，

评选出“十一五”期间机关部门“十佳”优秀服务品

牌。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提高网上办

件率，整治网下办理、事后补录现象，全年网上办件

量达 １５７１５ 件，比上年增加 ８２２４ 件，增幅达

１０９．８％。继续完善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年内

受理各类投诉、求助２９件次，办结率和满意度均

为１００％。

行行行　　　风风风　　　建建建　　　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纪委监察局强化纠风治乱，不

断加强政风行风建设。

年内，继续打造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网

站“四位一体”政风行风热线多媒体平台，先后邀请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２９个部门（单位）负责人

走进“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４２期，累计接听群

众电话２５６个，受到投诉和建议３７８条，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４７２个。５月１７日，在安定广场举

行第四届政风行风热线户外直播活动，２２家行政

执法和公用事业服务单位参与活动，现场受理群众

投诉咨询３４个，解决实际问题３０个。７月，对１１

家行政执法部门及其所属基层站所、政务服务窗口

开展“五级联动”重点评议。巩固治理教育乱收费

工作成果，全面放大“无红包医院”品牌效应，市中

医院、人民医院顺利通过上级复查评估。８月，明

察暗访党员干部借谢师之名大操大办收敛钱财行

为，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有效遏制歪风。

（印国华）

优优优秀秀秀服服服务务务品品品牌牌牌创创创建建建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级机关工委在市级机关中深

入开展争创“十佳”服务品牌活动。

年内，经部门自评申请、评审组初评、复评等步

骤，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团委、市发改委、市公安

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和市

邮政局１０家单位服务品牌被评为“十佳”优秀服务

品牌。《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对如皋市优

秀服务品牌创建给予专题报道。省委创先争优活

动办公室调研组，中央创先争优办公室副主任、中

组部组织一局局长张国隆，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

部部长石泰峰等先后调研如皋市级机关优秀服务

品牌创建工作，对如皋市市级机关通过创建优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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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牌促进科学发展给予肯定。

（许正阳）

爱爱爱心心心团团团队队队 、、、爱爱爱心心心大大大使使使

【概况】　年内，市文明办开展市第四届爱心团队、

爱心大使评选活动，评选出爱心团队、爱心大使各

１０个。

【接力爱心火炬，绿叶传递真情———如皋绿叶义工

志愿服务队】　绿叶义工志愿服务队是如皋首个民

间自发组成、正式注册的志愿者队伍，２０１０年６月

成立，现有志愿者３３０人。团队忠实践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积极开展各种类型志愿

服务活动，弘扬文明新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暑假

期间，先后举行“圆梦大学”大型义卖助学活动６０

场，筹款５８５５０元，帮助江安镇环池村孙雪梅等１８

名贫困大学生和１名高三学生顺利入学。先后１０

多次到敬老院和社区慰问孤寡老人，送衣物和慰问

品，为老人义诊、送医送药，让老人感受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他们积极关注失学儿童、留守儿童成长，

通过“一对一”帮扶形式，为孩子们辅导学习，带他

们出去玩耍。先后１０多次组织参与环保宣传、无

偿献血等多项活动。２０１１年７月被表彰为如皋市

首届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爱心无止境，助学见真情———江苏熔盛爱心基金

会】　江苏熔盛爱心基金会由熔盛投资人张德璜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发起并捐资设立，原始基金数额为

５００万元。基金会以“关爱民生、助学济学、以人为

本、共建和谐”为宗旨，实施规范管理，主要用于资

助城乡特困家庭子女就学、特殊困难人员生活需求

以及其他公益性资助活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春

节期间，基金会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４０余户、外来

务工特困家庭２０余户。２０１１年，基金会开展首次

助学活动。设立“高端人才精英奖”，对全市高考前

２０名并被大学提前录取的学生，一次性奖励５０００

元，鼓励优秀学子大学期间再接再厉；设立“圆梦大

学助学金”，资助２０名特困大学新生每人每学年

５０００元学费、每人每月８００元生活费，解决贫困学

子后顾之忧；设立“英才追梦助学金”，对普通高中

就学的２０名困难家庭优秀学生每人每年资助

８０００元。基金会在资金上帮助学生的同时，跟踪

了解受助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道德状态，帮助和

指导他们走好人生每一步，使之成为社会有用

人才。

【温暖童心，携手同行———如皋农村商业银行】　如

皋农商行作为“如皋人自己的银行”，坚持诚信为

本、操守为重、严格自律、履行承诺，在实现自身业

务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

奉献爱心。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先后投入近３００万元

资金，用于慈善募捐、结对帮扶、社区共建等各项公

益事业。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农商行全面启动“童心

同行”爱心助孤工程，设立“童心同行爱心基金”，对

全市６５名孤儿开展长期结对帮扶，每年资助每个

孩子不低于２０００元爱心助学金，６５个支行、部门

帮扶小组全方位关注每个帮扶孩子的衣食住行、思

想心理、学习生活，及时与孩子们零距离情感交流，

定期组织各类趣味活动。订立专项考核指标，确保

帮扶工作全面到位。“童心同行”成为农商行人发

自内心深处的爱心宣言，为６５名孤儿撑起爱的

蓝天。

【传承小亭精神，播撒爱的种子———南通荣威娱乐

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由荣

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从事品牌塑胶娱乐

产品生产销售。荣威公司传承小亭精神，将爱作为

企业文化的宗旨和根基，热心社会公益。２０１０年８

月，向贵定县马场河小亭纪念小学和毕节市生机镇

丁家嘴小学捐赠２０万元，用于改进学校教育设施

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如皋实验小学签订《荣威教学

奖合作协议》，现场向学校捐赠１０万元。多次向经

济开发区幼儿园捐赠其生产的品牌塑胶玩具，价值

４万余元。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常务副总经理王海

青一行不远千里，将凝聚着全体职工关爱之情，价

值１万余元的书包、文具盒、乒乓球拍、羽毛球拍、

篮球等文体用品，送到贵定县马场河小亭纪念小学

学生手中，再次为该校师生献上一份爱心。

【老骥伏枥志千里，扶贫助学献爱心———东陈镇老

建会助学团队】　东陈镇老建会助学团队由３２名

退休老人组成，平均年龄７０岁。在团队负责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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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带动下，团队全体老人怀着一颗奉献社会、服务

人民的赤诚之心，１５年如一日，通过帮学、帮教、帮

就业，让青少年切身感受到关爱。他们积极筹措资

金建立“扶贫助学基金”，先后资助学生４８人。每

年自费征订《大江南北》、《铁军》等传统教育刊物赠

送给被资助学生，对孩子们进行思想引领。经常深

入学校、家庭走访，了解孩子学习生活情况，每个假

期都组织受资助学生开座谈会，鼓励孩子们努力学

习。受资助学生学成毕业时，他们总是想方设法，

帮助落实就业。在他们感召影响下，已有５名参加

工作的受资助学生参加扶贫助学接力比赛。

【爱心联动真情联盟———如皋市财政系统“爱心联

盟”】　多年来，市财政系统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捐资

助学、扶贫助困、结对帮扶等社会公益活动，先后为

系统内困难职工捐助１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常青镇

财政所获市第三届爱心团队称号。市财政局以学

习先进典型为动力，迅速行动，与２０个财政所（分

局）建立“爱心联盟”，在全系统开展“助困、助学、助

老”为主题的“爱心财政行”活动，形成全系统爱心

联动机制。累计为９７户贫困户、１２名贫困学生、

１９位高龄老人捐赠资金６．４６万元。为联助村协

调帮扶资金２５９．３６万元，架起便民桥４座，铺设便

民路５条。帮助争取支农项目３个，项目资金１２０

万元。为村民征订《农家致富》９７份，举办农民实

用技术培训班２期２００人次。参与爱心联盟的各

财政所（分局）各展特色，港区财政分局“爱心妈妈”

团队专门设立“爱心基金”，对贫困学生定向长期帮

扶。郭园财政所“晚霞关爱”活动，每月一天“敬老

日”，为老人送去真情。“爱心联盟”成为财政人情

暖百姓、凝聚合力的爱心品牌。

【致富不忘回报社会———江苏江中集团】　江苏江

中集团是具有国家特级企业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

江中集团把提高员工队伍素质、做强爱心事业与推

动经营发展工作相结合，坚持在内部开展“爱心部

门、爱心项目部、爱心班组、爱心员工”创建活动，培

育和弘扬爱心文化。江中集团高度关注社会公益，

先后多次为希望工程、晚霞工程、抗洪救灾、残疾人

联合会、慈善会和市、镇重点建设工程捐款，每年年

底组织团员到敬老院，看望慰问老人，并为老人发

放慰问金近万元。２０１１年，江中集团党委积极开

展“文明结对共建”，与吴窑镇钱庄村３０户贫困户

结成帮扶对子，平均资助每户家庭款物２５００元，帮

助他们脱贫致富。签约捐资６００万元兴建如皋吴

窑镇小学，首批２００万元到账，为家乡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贡献。

【发挥余热，回报社会———如城镇安定社区“夕阳

红”志愿服务队】　如城镇安定社区“夕阳红”志愿

者服务队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３月，由社区退休人员组

成，现有志愿者１０７人，平均年龄６８岁。他们长期

义务担任社区法制宣传员、校外辅导员、就业指导

员、帮教监督员。退休法律工作者杨旭明、社区民

警石高兵等６人组成“法制宣讲团”，定期开办“未

成年人法律大讲堂”，为辖区内未成年人讲解相关

法律知识，增强青少年法制意识。老教师黄润生、

冒俊等５人组成“帮教监督组”，与辖区内张某等５

名原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结成帮教对子，用爱心开

展“回归教育”。退休老教师吴功卓、黄胡等人长期

担任校外辅导员，在社区青年活动中心为孩子们辅

导功课、传播知识，深受社区群众和青少年欢迎。

【传递温暖的城管护学岗———长江镇（如皋港区）城

管义务护学岗】　如皋港区城管护学岗中队成立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时值港区港城学校启用，学校地处

港区学府路、沿江公路与经一路交界处，此处时常

有交通拥挤、道路堵塞现象，给学生出行带来安全

隐患。为了保障学生交通安全，港区城管大队主动

与学校联系，义务担负起护送学生的任务。两年多

来，护学岗１２名队员风雨无阻，每天坚持疏导流动

摊点，清理乱停乱放车辆，为学生安全出行护航，用

倾情付出和无私奉献确保学校周边良好的安全交

通行车环境，树立了城管队伍亲民、爱民新形象。

【在关爱中凝聚员工力量———如皋市苓美服装有限

公司】　如皋市苓美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服装

加工的私营股份制企业。公司一直坚持“以人为

本、诚信兴企”经营管理理念，用“相互关爱、共谋发

展”企业文化凝聚每一名员工的心，先后为身患重

病的企业职工全额支付医疗费４５万多元。２０１１

年６月２８日，公司首期投放启动资金３０万元，职

工一次性自发捐助１８０８１元，建立“苓美职工爱心

互助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苓美服装有限公司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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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在村贫困家庭。企业积极支持镇村建设，先后

捐资３３万元用于企业所在村铺筑水泥路、沥青路，

为白雪路亮化工程出资４０万元，资助镇残疾慈善

事业，教育，文化，体育事业２０万余元。

【大爱无痕写忠诚———卢俊】　卢俊，男，中共党员，

市公安局副局长。从警２０多年来，他时刻牢记打

击犯罪的第一责任，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不管是

泥塘还是工地，线索指向哪里，就立刻奔向哪里，先

后参与侦破刑事案件达数千起，主办重大案件千余

起。在他的参与和努力下，如皋保持连续２０年凶

杀案件当年全破，八类案件破案率达９５％以上的

辉煌纪录，市公安局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打

击犯罪先进集体。他倾听民意，听取呼声，把破小

案、挽损失纳入刑侦绩效考核，积极回应群众期待，

近年累计为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６００万余元。他爱民亲民，侠骨柔情，牵头发起“刑

警每月捐十元”活动，结对帮扶困难受害群众和服

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近年，他将所获得的数万

元英模奖金均悉数捐赠，用实际行动书写对党和人

民的大爱之情。他先后２７次被记功表彰，２０１０年

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被公安部授予二

级英雄模范称号，２０１１年２月荣登中国好人榜。

【他用爱撑起了家的天空———袁建甫】　袁建甫，

男，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第六分局税务干部。２０

年来，他携手重病爱人、侍奉年迈父母，真情不移。

１９９２年，袁建甫的妻子马亚美被诊断为慢性肾炎，

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将危及生命。从此，他便执著

地带着妻子踏上漫长求医之路。２００５年３月，马亚美

的病转为尿毒症，必须尽快换肾。她哭着、求着袁建

甫放弃对她的治疗。这个不善表达的男人始终用他

坚强的意志坚守着爱的家园，带着妻子先后七次赶

赴南京做配对，终于找到合适肾源。妻子接受换肾

手术休养期间，袁建甫的岳父岳母双双患病，在不

到两年时间里相继离开人世。袁建甫默默料理好岳

父岳母后事，陪伴鼓励妻子，同时坚持照顾好自己

年迈生病的父母，用爱撑起了曾经布满乌云的家天

空。２０１１年６月，袁建甫荣登中国好人榜。

【用大爱为百岁孤寡老人撑起一片绿荫———徐俊山

夫妇】　徐俊山，男，中共党员，如皋市丁堰镇敬老

院退休院长，妻子李美兰５８岁。这对朴实的农村

夫妇，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就主动照顾同村年已７０的

冒同英、徐登林老两口。将徐登林养老送终后，又

像亲生儿女一样无微不至地赡养冒同英至今。他

们想方设法让老人吃好住好。老人爱听评书，徐俊

山省吃俭用买收音机、ＶＣＤ、电视机，陪她解闷；老

人爱干净，李美兰就常给老人洗澡、洗衣服、拆洗被

褥、打扫卫生；老人病了，他们借钱送老人去医院治

疗，喂药喂饭，端倒大小便，不说一声脏，直到出院，

医护人员和同室病友都不知道他们其实非亲非故。

冒同英老人已百岁高龄，身体依然健康。徐俊山夫

妇把非亲非故的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３０年如一

日悉心照料的故事被乡邻争相传颂，成为邻里乡亲

争相效仿的榜样。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当选江苏好人。

【夕阳正红，余热生辉———陈平】　陈平，男，中共党

员，长江镇（如皋港区）关工委副主任。２００４年，刚

从公安战线退休的陈平发现有的孩子在节假日经

常上网吧和游戏厅，甚至打架惹事。他坐不住了，

“一定要把孩子们的心拢住。”陈平主动与周边学校

联系，担任学校的校外教育辅导员，义务为学生作

法制讲座，为孩子们讲英雄人物和励志故事。冬去

春来，他的法制讲座就像时钟一样准时运行，从未

间断。七年中，陈平义务为青少年作法制教育讲座

累计达１００多场，受教育学生６万多人次，有力地

促进青少年遵纪守法意识和良好品德的养成。“关

心下一代成长是共产党员的责任，能为如皋的关心

下一代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是我一生最大的追

求。”２０１１年，陈平被评为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先进

工作者。

【用点滴行动传递绵绵爱心———张玉军】　张玉军，

男，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金

库管库员。生长在贫困且父母多病家庭的他，从小

就懂得生活艰辛，也更能理解别人生活中的痛苦。

在努力工作之余，他精心照料家庭，热心社会公益。

他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１２年来，累计无偿献全

血６４００毫升、成分血小板１００多单位（相当于

８０００毫升全血），被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解

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２０１０年６月，在流动献血车上，张玉军加

入如皋绿叶义工志愿服务队，并义务担任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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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财务主管和义工志愿无偿献血分队队长，先后多

次参加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并带头献血，参加帮助贫

困学生圆梦大学的义卖活动、为身患白血病大学生

的募集捐款等志愿服务活动，用点滴行动为社会奉

献绵绵爱心。

【社区空巢老人的好女儿———刘松秀】　刘松秀，

女，如城镇花园社区居民。２００４年，刘松秀不幸患

上乳腺癌。社区党支部知道后，发动群众为她捐

款、捐物，帮助联系医生，为她办理医保、低保和提

前病退手续，鼓励她、陪伴她渡过难关。身体逐渐

恢复后，刘松秀决定回报社会，主动报名加入社区

志愿者队伍。她发现邻居吴迪生老人去世后就剩

８７岁的吴老太一个人生活，眼睛不好使，走路不方

便，她就自己掏钱买菜，三天两头给吴老太送点饭

菜，照顾她生活起居。她发现社区内一个病残老人

因家庭纠纷子女不照顾老人，就主动上门为老人煮

饭、打扫卫生等，用真诚和孝心感动了老人子女。

现在，刘松秀带领５名社区志愿者义务照顾着社区

１２名空巢老人，成为社区“好管闲事的人”，被老人

们称为“贴心的好女儿”。

【最美“爱心妈妈”———吴美云】　吴美云，女，南通

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员工。２００８年１月，吴美云

光荣成为泰慕士“爱心妈妈”团队一员，与东陈镇徐

湾村孤儿蔡阳结成帮扶母子对。从此，她的命运就

与这个原本毫无瓜葛的孩子紧紧相连。１４岁的小

蔡阳从小缺少家庭温暖、缺乏管教，有些不爱学习，

甚至有些叛逆。吴美云在为他送衣送物、缴费注册

上学、购买学习用品的同时，一次次电话问候、家访

校访、团聚长谈，陪他聊天交心，从学习、生活、做人

等各方面给予小蔡阳无微不至的关心。四年风雨

兼程、情真意切的爱心付出，给小蔡阳带来快乐和

温暖，让他拥有信心和希望，顺利完成初中学业，并

升入职业高中继续学习，还担任班干部，成长为一

个朝气、健康的阳光少年。

【平安老区的“守护神”———刘平林】　刘平林，男，

中共党员，搬经镇副镇长、调处中心主任、司法所所

长。他１９８９年开始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始终坚持

爱岗敬业、争先创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２０多

年，他视调解对象为亲人，为百姓的事跑断腿、磨破

嘴，以春风化雨的工作方式，解开众多当事人心结，

直接调处各类重大疑难纠纷千余起，成功率

１００％。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建立全国首家调解

“一点通”网络平台，在全市最早推出“公调对接”机

制，“六个一”搬经模式在全省推广，所负责的各项

政法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被搬经群众称为平安

老区的“守护神”。先后获省杰出人民调解员、南通

市“十大”平安卫士和劳动模范、如皋市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２０１１年７月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模范

调解员。

【闲不住的老院长———张文艺】　张文艺，男，如皋

软件园（桃园镇）敬老院院长。四年前，他退休后到

敬老院当院长。他什么事都要干，什么事都得管。

敬老院住着５２位老人，而工作人员只有他、炊事员

和一名女护工共３个人。他每天帮老人们打扫宿

舍卫生、买菜，配合炊事员做饭。他像关爱自己的

父母一样，照顾老人，每月组织他们看一次电影，每

天早上陪老人们散步、为他们读报，定期帮老人洗

澡、剪指甲。对卧床不起的老人，他帮他们洗衣服、

把饭菜送到床前喂他们吃。为了省下钱更好地改

善老人们的生活，他还当起了全院所有老人的义务

理发师。踏实肯干的他多次受到镇和市表彰，被评

为全市退休干部学习标兵、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热心家乡公益，真情回报桑梓———沈世泉】　沈世

泉，男，如皋市下原镇野树村２４组村民。通过艰苦打

拼，在外创业的沈世泉先行致富。他不忘回报家乡，

为乡邻奉献爱心。每年春节，他都向镇敬老院３１名

老人每人送一份年货，为每位老人发放１００元，购置

一件羽绒服；为全村７０岁以上生活困难的老人每人

发放２００元，同时捐资村委会，用于特困家庭救助。

每年中秋节，他为每个孤寡和贫困老人购置半斤

肉、２斤月饼。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他累计为老人、困难户

捐款、捐物达１０万多元；另捐款２０余万元，为村民建

成洪阳南路水泥路，受到村民一致称赞。

（许海霞）

结结结　　　对对对　　　帮帮帮　　　扶扶扶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全市机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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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单位以多种形式，开展与农村、企业和城镇困难

职工结对帮扶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农村扶贫　年内，全市继续深入开展以“双联

双助”和“千企连百村，共建新农村”为主要内容的

扶贫开发工作，实行和完善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

两项制度有效衔接。７５家市级机关单位、９８名到

村任职干部申报“双联双助”积分项目３３５２个，确

认总积分１２８８９分。帮扶单位及个人通过直接出

资（或协调）资金２０９５万元，帮助培训转移建档立

卡贫困劳力１２３０人、兴办公司制企业２１６家、新建

或扩建高效种养园区１８９个、引进能人１５１个，资

助贫困学生１０４９人，被帮扶农户年人均增收５００

元以上。市扶贫办连续六年被评为省扶贫系统先

进集体。１月，召开“双联双助”和“千企连百村、共

建新农村”工作动员大会，抽调９８名市级机关年轻

干部到村挂职锻炼，组建“双联双助”工作督导组。

２月，各帮扶单位进村入户落实对接，开展“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并因户制宜，制订一户一策。３月，

全市重点助推植树绿化、河道整治、垃圾处置三项

工作，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５月，全面

调查摸底全市２０１０年家庭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

下低收入人口情况。７月、９月，市委分别对各镇

（区、园）、各帮扶单位“双联双助”工作进行阶段性

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分别在“七一”表彰大会和全市

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动员大会上公布。１０月，

开展新一轮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对２４６４９

户年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下、５６４５７人贫困人口

的家庭收入、致贫原因等情况入户调查、登记，为实

施“十二五”脱贫奔小康工程提供基础资料。１２

月，市委、市政府组织助推全面小康建设年终考核，

表彰“双联双助”工作和“千企连百村、共建新农村”

先进集体５５个、先进个人６０人。

帮扶特困职工　年内，市总工会继续开展市级

机关与特困职工家庭结对帮扶活动，巩固党委政府

主导、工会主动参与、各方协同配合的特困职工社

会化帮扶工作格局。全年累计发放慰问金１１７．３６

万元，慰问各类困难职工１６３人。制订救助办法，

临时救助１０５人次，资助金额１０．５万元。依托新

职工服务中心，为广大职工提供生活救助、大病援

助、职业介绍、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

务。继续深化“金秋助学”活动，为３７名特困职工、

困难农民工子女发放助学金１１．４万元。坚持每月

为特困职工发放１００元基本生活物资，并根据物价

指数变动情况，增发物价补贴。邀请市医疗、计生

专家和心理咨询师，到企业开展送健康、“红丝带健

康快车”以及免费妇科检查等活动，惠及全市２万

多名女职工。主动联系高校共同关爱困难学子，进

一步完善特困职工子女高校联系制度。帮助困难

学子开展暑期勤工俭学，介绍９名学子实现优先就

业。与市劳动就业处合作，联合开展招聘活动，多

渠道联系和推荐就业岗位，全年提供免费职介服务

２６３０人次，免费培训８００多人，帮助１８０余人实现

再就业。选树创业示范岗１６个，培育再就业示范

基地４家，进一步加强创业培训和指导，与市农商

行联合开展“职工创业小额贷款”工程，服务职工自

主创业。

“千人联千企”　年内，市委、市政府继续在全

市深入开展“千人联千企”活动。继续实施对全市

规模工业企业挂钩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挂钩目标

应税销售亿元以上工业企业，各部门单位挂钩目标

应税销售３０００万元以上工业企业，各镇（区、园）挂

钩所属地其他规模工业企业。以实现新型工业化

为主要目的，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保持企业平稳运

行、持续增长。引导企业加强科技创新、项目投入、

两化融合、资本运作、人才引进、品牌建设、节能减

排等各项工作力度，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项目

建设中各类矛盾和问题。全年累计收集工作信息

１５２８条，帮助企业落实解决用工、融资等各类问题

１６８件。市委农工办主动约请农商行领导为企业

提供资金服务；市检察院帮助企业解决合同纠纷矛

盾，联系技工学校，促成技校学生去企业顶岗实

习，缓解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市总工会开展 “三

送”活动，送出安全知识读本和慰问物品５００多

份；市科技局邀请专利代理机构上门服务，帮助

企业申请专利，主动为企业联系高校，开展产学

研合作；市发改委认真做好重大项目推进的服务

协调工作，积极打造 “经济 ‘１１０’、服务零缺失”

服务品牌。

（王志斌　应　晶　程　洋）

“““青青青年年年文文文明明明”””工工工程程程

【概况】　２０１１年，团市委以“青年文明号”创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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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载体，加强青年职业文明建设。全年新命名和

重新认定省级青年文明号２４个、南通市级４９个、

如皋市级１８８个。

年内，通过对“青年文明号”明察暗访和限期整

改，进一步规范“青年文明号”创建机制。３月，组

织学校、企业、机关部门等各条线青年文明号创建

集体团员青年代表６０余人到市烈士陵园开展扫墓

活动。９月，举办如皋市“青年文明号”培训班，组

织“青年文明号”号长参观学习、拓展素质，增强其

领导力、协作力，全市１５０多家市直团组织负责人

和各级“青年文明号”争创集体负责人参加培训。

青青青年年年志志志愿愿愿者者者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１年，团市委进一步深化青年志愿者

服务活动，号召社会有志青年积极加入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伍行列。

全年开展各类关爱农民工子女行动２０余次，

有５名志愿者加入南通市首批关爱行动项目专员

队伍。年内，构建关爱农民工子女长效志愿服务机

制，按照“１名志愿者（团队）＋１名农民工子女”模

式与农民工子女结对帮扶；按照“志愿者（团队）＋

接力”模式，通过团组织联络对接，确保农民工子女

获得长期有效帮扶。３月，组建以大学生“村官”、

职业青年、青少年学生为骨干的志愿者队伍３０支

５００余人。组织成立以在校师生为骨干的志愿者

预备队，成员３０００多人。以“３·９”保护母亲河日

和“３·１２”植树节为契机，举办“绿色传递，你我携

手”义务植树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投身生态文明建

设。５月，在第２１个全国助残日，组织江苏熔盛重

工有限公司志愿者到如皋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主题

为“心手相连，扬帆远航”的扶残捐赠活动。７月，

开展“创建文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青年志愿服务

月和“传承小亭精神，弘扬城市大爱”主题活动暨小

亭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

１０００多名青年志愿者通过创文知识宣传、入户入

店铺宣讲、发放“创建文明城市，共建美好家园”倡

议书、清理社区街道等方式，为全市文明创建工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冒纾瑞）

“““三三三下下下乡乡乡”””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牵头，

市文广新局、市卫生局、市科协等部门参与，在

全市组织开展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 “三下乡”

活动。

年内，市文广新局开展“三送工程”（送图书、送

电影、送戏），让农民群众方便、就近享受到公共文

化服务，满足其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全

年向各镇送图书１１万余册，电影４３２０余场，送戏

１０３余场。市卫生局组织相关医疗机构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１０余次。市科协组织送科技下乡７次。

４月，市科协、市教育局到磨头小学开展科普阅读

专题研讨活动，２２００多名师生参加活动。市科协、

市教育局到外国语学校、安定小学、磨头小学开展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５２００名师生参加活动。５

月，市科协、市老科协医卫分会、新华书店有限责任

公司到丁堰镇开展送科技、送医、送书下乡活动，

１０００余名群众进行现场咨询和体检。市科协、农

发局到吴窑镇平田村举行科普周高效农业专题讲

座，１２０多名群众参加活动。市科协、科技局、

司法局、农委、粮食局、气象局、文慈医院到常

青镇开展科普咨询，举办科普讲座，发放科普资

料１９５２０多份，咨询人数达３００多人。６月，市

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医疗专家到下原镇腰庄村为

３２０多名群众开展义诊、咨询活动，市中医院副

主任中医师黄山峰作有关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防治的专题讲座。７月，市人民医院、市中医

院医疗专家到如城镇大明村开展送医下乡活动。８

月，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医疗专家到白蒲镇唐

堡村为１５０名群众义诊、咨询。市科协、科技局、

地震局、气象局、司法局、农委、计生委等１０部

门在常青镇组织开展大型科技下乡活动。９月，

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内、外科专家借助搬经、

城东医院门诊为老党员免费体检、健康知识宣教

答疑、发放健康教育处方。市科协、蚕桑协会、

医学会在雪岸镇万富村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参加

活动村民２００多人。市科协、市环保局到如城镇

花园社区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参加活动社区居

民１５０多人。１２月，中医院医疗专家到袁桥镇浦

东村开展 “中医中药进乡村，志愿服务为百姓”

·６７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２）



中医药科普知识宣传及志愿者服务活动。

（许海霞）

捐捐捐助助助失失失学学学儿儿儿童童童

【概况】　２０１１年，市妇联扎实推进“扶孤助学”活

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扶贫济困良好氛围。

１月，市妇联为“星际春蕾班”１５名孤困儿童送

去慰问金６０００元，联合市电信局给“电信春蕾班”

１６名学生送去慰问金６４００元。筹措资金６万元

开展“巾帼助困，温暖同行”活动，深入镇、村慰问孤

困儿童６５人、贫困妇女４８人。３月，在高明镇启

动“国检春蕾班”，如皋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捐赠１万

元资助“国检春蕾班”１５名品学兼优贫困学生。举

办红黄蓝“爱心助学”活动，２０名困难学生获资助

款８０００元。４月，市国税局“巾帼春蕾班”正式揭

牌，首批５０名小学生受资助。６月，举行“庆六

一·童心同行”农商行爱心助学活动启动仪式，对

全市未有固定渠道帮扶的６５名孤儿实现帮扶全覆

盖，年人均受助金额达２０００元，扶助活动直至孤儿

高中毕业。争取省、南通市妇联援助资金７．２万

元，召开“爱心助孤”工程推进会，为７２名孤困孩子

给予每人１０００元经济资助。７月，举行“慧源书城

留守儿童春蕾班”暑期捐赠活动，慧源书城给予１５

名留守儿童每人４００元慰问金，并奖励４名优秀留

守儿童一套学习用品。市“体育春蕾班”启动仪式

在吴窑中学举行，市体育局给予春蕾班１７名学生

每人资助５００元。８月，举行“巾帼志愿者春蕾班”

２０１１年度暑期捐赠仪式，给予东陈镇３０名孤困儿

童每人资助金１０００元。９月，举行泰慕士爱心基

金会成立两周年庆典活动，发动该企业１４１０人捐

款３８１４３元，并成立“爱心妈妈”巾帼志愿分队。在

袁桥镇成立“爱心家园”，市委党校志愿者与２０名

贫困学生结对，为孩子们提供精神家园和生活依

托。１０月，由市妇联、江苏移动如皋分公司、雪岸

镇共同发起的“阳关快车”正式启程，并举行移动公

司２０个班组巾帼代表向春蕾班２０名学子捐赠

仪式。

（曹　璨）

“““爱爱爱心心心献献献功功功臣臣臣”””活活活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爱心献功臣、一助一帮扶”

活动帮扶优抚对象１０４３户，其中，市级机关帮扶优

抚对象１６４户，乡镇帮扶８７９户，帮扶资金总额８３

万元，被帮扶对象基本脱贫。连续八年在重点优抚

对象儿女中开展“敬革命功臣、做孝顺儿女”评比活

动。年内，经自下而上推荐，由市双拥领导小组办

公室审核批准评选“敬革命功臣、做孝顺儿女”先进

个人４６人，并给予奖励。

破破破除除除封封封建建建迷迷迷信信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市火化尸体１０３９９具，强制起

棺火化尸体２６９具，迁移、深埋绿化坟墓（冥亭）

１２５８３座，恢复用地近３３．３公顷，全市新增公墓绿

化面积１３．２公顷。

年内，出台 《关于落实殡葬惠民政策和推进

公益性公墓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意见》 （皋政办发

〔２０１１〕２０４号），自２０１２年１月起对如皋籍不享

受丧葬补助待遇的城乡居民，实行殡葬普惠制补

助。如城镇、如皋市经济开发区 （柴湾镇）、软件

园 （桃园镇）等镇，率先规划建设配套设施齐全、

环境一流、规格比较高的镇级公益性公墓 （骨灰

堂），将室外葬转换成室内葬。年终，如皋经济开

发区 （柴湾镇）、长江镇 （如皋港区）、软件园

（桃园镇）、袁桥镇、九华镇５镇被评为市殡葬改

革工作先进单位。

（邓建芹）

·７７３·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