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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被评为省第二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市、区）　Ｐ３３９

●全国首家留守儿童足迹馆　３４７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文明办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为龙头，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指数为抓手，通过每

周模拟测评和定期现场检阅等方式强化创建过程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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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各项工作。

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市文明办以迎接

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契机，开展“迎接十八大、讲文明

树新风”活动，培育谦恭有礼、读书学习、勤俭节约

之风。组织开展新一轮如皋市级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先进单位评选表彰活动，引导推动新经济组织

和新社会组织积极参创，拓展创建领域，丰富创建

内涵。组织召开全市文明家庭创建现场推进会，开

展特色文化镇创建活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４月，开展“做文明有礼如皋人”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举行“做文明有礼的如皋人”暨“书香如皋”全民

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全市各窗口行业开展“礼貌

待人、诚信服务”竞赛活动。６月，在全市部署开展

“道德讲堂”建设工作，举行道德讲堂观摩会。７

月，成立如皋市文明餐桌行动领导小组，开展文明

餐桌行动。１２月，开展道德讲堂建设工作先进评

选活动。

爱心城市建设　年内，市文明办丰富创新爱心

活动载体，广泛开展市道德模范巡回宣讲暨文化志

愿者说唱道德模范活动，全面实施镇村爱心超市提

升行动，完善镇村两级爱心超市标准，组织开展多

种形式捐助活动。强化慈善文化和慈善理念宣传，

继续做大市、镇两级爱心基金，鼓励社会各界设立

定向资助各类特色基金。市镇村三级联动评选推

荐“身边的好人”，培育选树身边的“草根明星”，先

后推出受到中央媒体关注的“皋城最美女孩”顾丽

媛、“最美军人”谢国江、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小天

使邹帼、“孝顺哥”吴玉寿、“最美乡村医生”张谷才

等系列好人典型，其中４人入选“江苏好人”。５

月，授予谢国江“爱心大使”荣誉称号。８月，开展

如皋市第五届爱心团队爱心大使评选活动。１１

月，如皋市获中国公益慈善城市称号。举办２０１２

年“爱心月”捐赠活动动员大会与“蓝天下的至爱”

公益慈善演出。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年内，市文明办围绕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提升城市公共文明指数行动计

划》，实施公共环境整治、公共秩序优化、人际交往

促进、市民素质提升、文明新风弘扬、社会文化环境

净化六大行动。强化组织领导，通过月度工作推

进、会议集中交流、定期现场检阅、每周模拟测评等

方式强化创建过程控制，凝聚创建合力，大力营造

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建设文明和谐公共秩序，倡

导互助友爱人际关系，开展进步奉献社会公益活

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实现预期目标，２０１２年度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成绩位居南通县（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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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开展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模拟测评６次。突出

社区创建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基础性地位，围绕“六

个一”（建设一个健全的居民服务阵地、打造一个良

好的社区环境形象、构建一个完善的志愿服务网

络、建立一个有效的未成年人工作体系、设立一个

规范的社区道德讲堂、开展一系列丰富的道德实践

活动）重点工作，通过季度现场推进会形式，发现培

育典型，现场展示推广，提升社区、家庭基层基础创

建水平。

【市首届十大爱心品牌】　１２月，市文明办通过推

荐申报、组织评审、终评等环节，表彰爱心邮路、泰

慕士爱心妈妈、爱伴法援、童心同行、爱心警队、德

昌丁堰、财政爱心联盟、爱心审判岗、爱心驿站、红

绶带导乘为如皋市十大爱心品牌。

公公公民民民道道道德德德教教教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文明办全面推进道德讲堂建

设，加强市民素质教育。继续开展文明家庭、五好

文明家庭标兵户创建，打造文明乡风。深化道德实

践活动，强化未成年人特殊群体教育管理，如皋市

被省文明委表彰为省第二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先进县（市、区）。公民道德建设推出新典型，４

人入选江苏好人，“皋城最美女孩”顾丽媛、传承雷

锋精神的当代好军人谢国江、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

小天使邹帼、“孝顺哥”吴玉寿、“最美乡村医生”张

谷才等一批“草根明星”受到中央媒体关注。

市民素质教育　年内，市文明办全面推进道德

讲堂建设，分别召开机关道德讲堂、企业道德讲堂、

行业（单位）道德讲堂、学校道德讲堂、社区道德讲

堂、镇村道德讲堂、新市民道德讲堂７类道德讲堂

建设现场推进会，全市建立各类道德讲堂３６５个，

举办各类专题活动８７９场次，受众超过１０万人次。

创新讲堂形式，以身边好人为题材创作文艺节目，

开展广场道德讲堂活动１８场，正式开播以广播电

台为载体的空中道德讲堂。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评选表彰市医德医风标兵

和首届“诚信之星”，其中１人被表彰为省诚信之

星，３人被表彰为南通市医德医风标兵，城北市场

被表彰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

文明乡风打造　年内，市文明办按照《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皋办

〔２０１１〕３１号）要求，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五

项工作落实。组织召开全市文明家庭创建现场推

进会，开展特色文化镇创建活动。深化“榜说新事”

活动，探索实施“乡风文明指数”测评，加快城乡一

体文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幸福感

满意度。结合镇村文化建设工程季度考核，加强创

建指导，着力优化镇村环境面貌，建设文明乡风，推

进城乡一体文明。开展文明家庭、五好文明家庭标

兵户评比活动，全市百分之二十以上家庭建成市级

文明家庭，４０个家庭受省、南通市表彰，袁建甫家

庭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称号。５月，开展“爱我家

园、美我村庄”文明创建主题活动。１２月，如城镇

顾庄村入选江苏最美乡村。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年内，市文明办以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主题，以迎接省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重点工作测评为契机，不断健全工作机

制，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完善教育网络，提升校外活

动场所功能，深化道德实践活动，强化未成年人特

殊群体教育管理，如皋市被省文明委表彰为省第二

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县（市、区）。先后两

次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与校园周边环境、网吧

及演出市场专项整治，整治音像市场。常态化开展

“加强馆校衔接、共建第二课堂”活动，近１０万名未

成年人参加活动。持续开展“缤纷的冬日”、“七彩

的夏日”、“我们的节日”、优秀影片进校园活动等品

牌道德实践活动。积极参加中央文明办组织的第

三届全国优秀童谣征集活动，共征集童谣２５８篇，

其中九华镇营防小学推荐的童谣《小蜗牛》入选第

三届全国优秀童谣。２月，制订《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度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分工》。制订《如皋

市社区家长学校工作意见》，开展社区（村）模范家

长学校评估工作。３月，建立如皋市未成年人成长

指导中心领导小组，成立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志

愿服务分队并开展专题培训。组织开展如皋市第

二届“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５月，开展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集中宣传月活动。７月，召开社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９月，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教师进社区（村）工作的通知》，推进教师

进社区制度落实，促进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良性互

动。１１月，开展全市中小学生“加强馆校衔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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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第二课堂”摄影征文大赛活动。

【第二届美德少年评比活动】　３月，市文明委印发

《关于开展如皋市第二届“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

的通知》。通过宣传发动、推荐申报、媒体公示等环

节，表彰第二届美德少年３０名、提名奖２０名。其

中１名同学当选南通市美德少年，１名同学获南通

市美德少年提名。同时组织开展“百名小志愿者说

唱美德少年”活动，

【如皋市被评为省第二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县（市、区）】　１２月，在江苏省第二届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如皋市被表彰为第

二届江苏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县

（市、区）。

年内，全市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三年提升行动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９

月，接受省文明委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点工作

测评。１２月，市检察院创新案例《青春守护站》获

江苏省第二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二

等奖。

（许海霞）

文文文　　　明明明　　　创创创　　　建建建

【概况】　２０１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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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

推进城市文明程度指数行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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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调研督查各参创单

位创建情况，强化信息报送，切实加强创建工作指

导和动态管理，严格考评，推动创建整体水平提升。

市妇联、团市委分别以创建文明家庭、加强小

公民道德教育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为重

点，以志愿者活动为载体，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年内，市文明办在全市开展如皋市级２０１２年

度文明系列创建工作，评比表彰文明行业２６个、文

明镇２０个、文明机关４７个、文明单位３７９个、文明

社区７４个、文明村４４个。市妇联继续开展巾帼志

愿服务活动，累计发展巾帼志愿者５００５人，开展

“与爱同行———‘社会儿女’关爱空巢老人、巾帼志

愿者关爱单亲母亲、关爱孤困、留守儿童”等活动，

结对空巢老人２５１对。开展以“红领巾”行动为主

题的爱心助学“１＋１”志愿帮扶服务。累计举办公

益家庭教育知识讲座３０多场次，制作图片１００多

幅，受益人数达１５０００余人，通过南通市模范家长

学校考核验收。开展“科学家教进万家”活动，聘请

国家育婴专家郭建国和南通家教专家贾真到如皋

授课。１月，团市委承办“缤纷的冬日”———未成年

人寒假系列活动。２月，团市委开展“共青团与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邀请全国人大代表

阎建国在如皋高等师范学校传达全国“两会”精神。

３月，市妇联召开全市文明社区创建暨五好文明家

庭创建现场会。举办如皋市第二届女子健美操大

赛、如皋市第一届女子书画展，分别有３２９名、５６

名女性参加。在如城镇孔庙社区举办“学雷锋、讲

文明，庆三八”专场文艺演出，开展“邻里文化节”、

“邻里一家亲”、“我为邻居做好事”、“邻居结对互

帮”等活动。团市委组织志愿者、学生５００人参与

“传承雷锋精神共建爱心城市”活动。４月，团市委

发出《积极践行文明行动，争做文明有礼市民》倡议

书２０００余份。５月，市妇联联合市文广新局启动

“亲子共读活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共创和谐家

庭。开展“感动·感恩”家庭生活微小说征集活动，

共征集原创微小说２０篇。６月，市妇联在林梓小

学隆重举办全国首家关心留守儿童委员会成立８

周年纪念活动暨首个留守儿童成长足迹馆揭馆仪

式。团市委在如城孔庙社区、港城实验小学、磨头

邓高社区建立“希望来吧”。７月，市妇联开展面对

机关家庭的“特色家庭”评选活动和面对全市普通

家庭的“书香家庭”评选活动，选出各类优秀特色家

庭２５家。团市委开展电影《赵小亭》演员志愿者招

募活动，１００余人报名，发出《我出演我服务我践

行》倡议书１０００余份。８月，市妇联组织留守儿童

参加“与爱同行，快乐体验”南通市留守、流动、孤困

儿童公益夏令营。８月，团市委与暨南大学、南通

大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走进社区、企业宣传

党史、团史。举办市第三届相亲文化节，约４００人

参加。９月，团市委举办“喜迎十八大———感受家

乡新变化”第八届江苏省少年儿童书信文化活动，

共收到书信４万封。１０月，市妇联举办如皋市“爱

心助孤”心灵滋养行动团体辅导专场，关爱受助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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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身心健康。１０月，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网站运行。１１月，市妇联成立如皋市巾帼志愿者

协会，市地税局第六分局局长徐娟担任协会会长，

推动巾帼志愿服务的社会化、常态化、持久化运转

和自主化管理。１１月，团市委组织社区居民及学

生约２００人在孔庙社区开展携手共建全国文明城

市活动。１２月，团市委书记戴峰参加中国教育电

视台一套《助跑８０后》节目录制。

（许海霞　曹　璨　冒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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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市文明办开展如皋市第五届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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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爱留守儿童构建和谐校园———林梓镇林梓小

学】　市林梓镇林梓小学２００３年启动留守儿童问

题调查研究和关爱行动，２００４年成立全国首家“关

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建立留守儿童基金会。

在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对

留守儿童实施档案流转、个案跟踪、预案首问制度

和全员参与、全面关爱、全程关注策略，充分发挥留

守儿童维权工作站、留守儿童家长学校的阵地作

用，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维权意识教育和临时监护人

的现代家庭教育知识培训。学校专门成立留守儿

童假日活动中心，组织开展各类活动，丰富留守儿

童课余生活。每年组织企业和个人爱心捐助困难

留守儿童。２０１２年建成全国首个“留守儿童成长

足迹馆”。该校“留守儿童‘３３４３３’教育模式”获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专家

们的高度评价。中央、省级多家媒体先后对该校关

爱留守儿童工作予以专题报道，产生了较好的社会

效应。

【倾注人文关怀打造心灵港湾———如皋市江滨医院

医护团队】　市江滨医院是全省唯一县（市）级民政

精神病院，共有医护人员４６名。他们创设国内推

广的森田疗法病房，创立音乐疗法和体能康复疗

法，院区开辟花园，设立阅览室、书画室、健身房，创

新开展“工娱康复项目服务体系”，实践“一对一”医

工模式康复治疗，对住院患者心理、智力等各方面

恢复起到积极作用。他们还从生活细节关爱患者，

为住院患者过生日，为因病致贫的退伍精神病人捐

款，呼吁社会有识之士为精神病人送清凉，送流浪

乞讨精神病人回家，让患者深切地感到 “绿色家

园”的温暖。针对升学压力、就业困难、家庭矛

盾等社会问题，江滨医院热心开展社会心理咨询

宣教工作，作巡回心理辅导报告，受到群众的

好评。

【心系青少年夕阳满天红———高新区（桃园镇）“夕

阳红”志愿服务团队】　市高新区（桃园镇）校外教

育辅导站成立于２００８年，是全市首家校外教育辅

导站。辅导站成立之初，镇区老干部支部的老党员

怀着对青少年的关爱之心，主动请缨成立“夕阳红”

志愿服务队，积极投身青少年关爱与辅导工作。他

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定期组织对镇区青少年进行社

会形势和传统教育。义务监督镇区网吧，防止未成

年人迷恋网吧。在节假日组织开展艺术培训、体育

竞赛、读书比赛，带领青少年到园区参观，感受家乡

的快速发展。他们与特殊青少年结成帮教对子，倾

听他们的心声，引领他们正确前行。５年来，老同

志们累计辅导２０００多人次，先后有１０多名青少年

获市级以上征文、书法、字画奖，１人获省小学生软

笔书法一等奖，５人分获全国手抄报银奖和铜奖。

老同志们付出的心血得到社会广泛赞誉，群众称他

们是学校教育的助手、社会教育的里手、家庭教育

的帮手、活跃在农村大舞台上的多面手。

【柔肩担道义爱心献社会－长江镇财政和资产管理

局“爱心妈妈”团队】　长江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爱心妈妈”团队有成员６名，她们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以实际行动关注弱

势群体、奉献爱心。从２０１０年起，她们拿出集体和

个人获得的各项奖金，并组织个人捐资，建立爱心

帮扶基金，长期结对帮扶港城实验学校的３名贫困

学生，先后为孩子们送去帮扶资金２万余元，经常

上门走访慰问，在生活上、心理上给予３个孩子无

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她们定期看望慰问长江镇

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们，陪她们聊天谈家常，关心老

人的生活起居，逢年过节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礼品，

尽力为老人们解决生活困难。她们还积极参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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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策宣传、“３·５”学雷锋活动和义务献血活动，

累计献血４０００毫升。

【社区居民的好帮手———经济开发区普济社区多帮

志愿服务队】　２０１０年，经自主报名、业主选举，经

济开发区普济社区上海新城小区居民张美焕等５

名退休老同志当选小区首届业主委员会成员。为

更好地服务小区业主，他们发起成立“多帮志愿者

服务队”，小区内１２名老同志自愿加入服务队。多

帮志愿者服务队制订工作流程和值班制度，将小区

业主权利义务、物业服务承诺上墙公示。他们轮流

值班、每日巡查，敦促物业完善服务，提醒业主行使

权利义务，纠正小区居民不文明行为，义务充当矛

盾调解员、法律咨询师。小区内居民遇到难题，首

先想到的就是这群热心的退休老同志。两年来，他

们接受业主法律咨询１９次，协调处理物业与业主、

业主与业主、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２１起，小区

安全巡逻记录簿记载了满满３本。这些工作琐碎、

辛苦，没有工资，但得到了上海新城小区居民的一

致认可。

【外来妹的贴心人———如皋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

科】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科现有民警３人，负

责全市户籍、流动人口、两劳释放人员、肇事肇祸精

神病人、重点上访人员管理等工作。多年来，他们

在做好本职工作、优化服务的同时，坚持爱心奉献，

积极构建助民通道。２０１１年，户政科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全市有部分外地婚嫁如皋多年的“外来妹”

因无如皋户籍，在社保、医保、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

不能正常享受相关待遇，子女难以入学，大多数家

庭还十分困难。户口办理本是接受群众主动申报，

面对群众的实际困难，户政科打破常规，在全市组

织开展“爱心户口、一本情深”行动，对无户口“外来

妹”逐人建档，组织民警通过网上核查、与原籍地派

出所联系等方式获取户口资料，对路途遥远、偏远

山区无法联系上的人员，先后６次组织３５名民警

远赴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１０省７２市，行程３

万多公里，开展户籍集中外调。两年来，户政科共

为３１６名无户口“外来妹”办理落户手续，并走访慰

问经济困难的外来妹家庭，结对帮扶，捐款捐物１０

万余元。

【关注贫困学子爱心培育春蕾———中国银行如皋港

区支行“星火爱之队”】　中国银行如皋港区支行共

有员工２７名，平均年龄２８岁。工作中，他们爱岗

敬业，用心做事，服务好，业绩佳，先后获省级青年

文明号、总行级大型全功能网点称号。生活中，他

们努力做好妻子、好丈夫、好父母、好儿女，并多次

走访慰问港区孤寡老人，开展结对共建，传递爱心。

为更好地帮扶贫困学生，他们主动联系相关部门，

结对帮扶孤困儿童２０名，并组建成立“中行春蕾

班”，通过捐资助学，帮扶孩子们直至考取大学。这

２０名孩子中，年龄最大的１５岁，最小的４岁。

２０１２年９月，市中行春蕾班揭牌暨捐赠仪式在港

城实验学校举行。开班仪式上，中行港区支行的员

工向孩子们捐赠１０６００元，２０名员工作为爱心使

者与孩子们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交换联系卡，

爱的星星之火越燃越旺。

【快乐的文明纠察队———如城镇孔庙社区“文明纠

察队”】　如城镇孔庙社区活跃着一支“文明纠察

队”，这支队伍由社区退休党员、群众代表和青年志

愿者等１６人组成。他们每天在队长刘宝华的带领

下，臂戴袖章，精神抖擞地在社区开展不定时的巡

逻，整理乱停放的自行车，清扫楼道，清理楼堆放的

杂物，及时劝导纠正个别不文明行为，协助解决邻

里矛盾，同时还义务当好文明城市创建的宣传员和

讲解员，为社区居民发放文明礼仪宣传材料、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知识读本，组织开展除陋习活动。虽

然他们做的这些事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还要占用很

多休息时间，但大家毫无怨言，他们觉得能够为文

明城市创建贡献力量，是非常快乐和有意义的。在

他们的引导下，社区环境更加靓丽，邻里关系更加

融洽，安全和谐的氛围更加浓厚。

【网络传播正能量凝聚爱心书真情———如皋市网友

之家志愿者团队】　市网友之家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１

月，定位于如皋城市门户论坛，致力于打造如皋最

具影响力的城市新媒体，拥有注册会员８００００余

人，网络志愿者５０００余人。他们以网络为桥梁，以

爱心为纽带，在网络内外积极传播文明、弘扬大爱。

２０１１年，组织开展“衣加衣”活动，为贵州山区儿童

募集过冬衣服１万多件。在救助白血病女孩刘雨

萌过程中，网友志愿者纷纷解囊，并走上街头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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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将４０余万元善款送到刘雨萌家长手中。

２０１２年，组织开展“麦田计划”活动，为贫困山区儿

童募集课外书２万多册。他们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发现传播身边的美，“皋城最美女孩”、如皋“交警

ｓｔｙｌｅ”经网友之家发现、宣传后，先后走进央视。

志愿者们还走进建筑工地，为农民工兄弟送去暖心

手套６００套。他们自发定期前往市福利院照看孤

寡老人，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礼物。在得知皋城坚强

女孩翟春红的事迹后，他们前往看望，并筹备着实

现她的看海愿望。

【扶孤助学帮贫困妇幼同乐创和谐———南通市如皋

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　如皋地方税务局第五

税务分局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各项社

会公益事业。分局持续开展“六个十”帮扶活动，每

年在春节前走访慰问残疾人、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

等。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９日，搬经镇湖刘社区“妇女儿

童之家”挂牌成立，分局捐助价值４．２万元的电脑、

桌椅、图书等设施，该“妇女儿童之家”于当年当选

全国首批２００家国家级“最佳妇女儿童之家”。分

局持续多年结对帮扶２名贫困学生，其中１名学生

于２０１１年迈入大学校园。２０１２年，分局依托妇女

儿童之家服务平台，举办妇女实用技术培训３期，

开展“关爱女性健康行”活动２次，联合搬经交警中

队为湖刘社区留守儿童举办交通安全知识讲座，结

对帮扶搬经镇贫困农户３１户和三峡移民２户，先

后为他们提供帮扶资金１万余元，帮助贫困农户自

主创业，实现脱贫致富。

【温暖人心的“藿香凉茶”———丁良友夫妇】　丁良

友夫妇是白蒲镇蒲东村的一对年过八旬老人。

２００６年，丁良友和老伴沈子英开始在自家小店门

口开设“免费茶摊”，为过往行人提供热茶。每年入

夏，老丁每天挑井水、烧水、掐藿香、泡茶，待茶凉了

再给路人喝。如此循环，一干就是６个年头。６年

间，小店最贴心的改变，就是将免费供应的茶水从

白开水逐渐升级为凉藿香茶。老两口所开的蒲东

商店至今已有３０个年头，尽管儿子多次提出让他

们退休养老，但老两口依旧坚守着老店。他们认

为，店在路边，能够满足路人这样那样的需要，帮助

路人对他们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怎么都割舍不

下。２０１２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位老人的免费藿

香凉茶吸引了央视的目光，老人和他们的藿香凉茶

名扬全国。对此，老丁开心地说：“烧茶水不比拿钱

救济人，只是举手之劳。”

【热心公益的爱心小天使———邹帼】　５岁的邹帼

就读于市如师附小幼儿园，是个活泼可爱，多才多

艺的小童星，曾参加央视少儿频道“快乐大巴”、

２０１２锦绣前程青少儿迎新喜乐会、感受中国·中

澳儿童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参演电影《丑男大翻

身》。她更是富有爱心的小天使。２０１２年４月，她

将计划外出旅游的２０００元捐给如皋中学一名身患

白血病的大哥哥治病。５月，她将自己参演电影的

税后片酬６４９９６．６０元全部捐赠给省美德基金，用

于奖励美德少年和资助贫困学生。同月，她与江安

镇中心幼儿园一名单亲留守儿童结对，定期向其捐

赠学习用品。１２月，她拿出自己的压岁钱，委托家

人在北京购买３０００棵树苗送给“２０１２北京榜样”

于清爷爷。她的义举赢得大家的赞扬和好评，先后

入围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榜”候选人、“感动南

通·教育人物”候选人。

【用善良和坚强诠释爱与孝的真谛———周俊红】　

周俊红，丁堰镇茄儿园社区居民。１９９７年，周俊红

前夫陈进因白血病去世，家里顶梁柱倒塌。其时，

婆婆中风，女儿年幼，还有沉重的债务负担。周俊

红义无反顾地挑起家庭重担。她省吃俭用，加倍工

作，利用空余时间打散工挣钱。７０多岁的公公婆

婆心疼辛劳的媳妇，常劝她多想想个人的事情。周

俊红却动情地对婆婆说：“妈，您没了儿子，就把我

当成您的闺女吧，我为您养老送终。”老人瘫痪之

后，周俊红为老人洗尿布、擦身体、做营养餐，照顾

得更加无微不至，１０多年来，老人没生过一块褥

疮。２００５年，在父亲和姐妹们的劝说下，周俊红终

于决定要找个人和她一起支撑这个家。她提出了

一个特殊的要求，“我不嫁出去，不离开这个家，我

要为公婆养老送终。”真爱总是让人感动，薛正明带

着儿子走进了她的生活，家从此完整。如今，周俊

红夫妇还清了欠债，建起了小楼，两个孩子大学毕

业并有了各自的工作，日子越过越幸福。

【心系乡邻的民营企业家———李永林】　李永林，市

石庄镇何正村人，上海永林实业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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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他自筹资金创业，凭着一股不屈不挠的精

神，企业越做越强。２０１１年，在上海市成立上海永

林实业有限公司，年产值达１２亿元。创业成功的

他不忘回报家乡，主动为家乡贫困人群排忧解难，

捐资助学、改建危房、修路筑桥、带动就业……只要

有困难找到李永林，他从不推辞。从２００３年至今，

他累计捐款近百万元，先后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

６０多名，带动１０００多村民脱贫致富。２０１２年５

月，李永林捐资１００万元设立“永林春宏”爱心慈善

基金，用于石庄镇及捐赠人指定地区的扶贫助困、

捐资助学、灾害救助、社区建设及其他公益慈善活

动，是全市迄今为止个人注资最多的慈善基金。他

表示，今后将每年拿出１００万元注入“永林春宏”爱

心慈善基金，不断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经常化、规

范化运行。

【善解心结的调解能手———顾雪红】　顾雪红，市人

民法院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副庭长。１７年的法官

生涯中，身为军嫂的顾雪红在默默支持丈夫为国防

事业奋斗的同时，始终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将热

情与忠诚倾注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之中，摸索并独创

“电话调解”、“送达调解”、“亲情调解”、“网络调解”

等调解方法，以扎实的业务功底、务实的工作作风

和公正的审判效果，把枯燥、僵硬的法律条文变得

温暖而有人情味，用柔情细语悉心化解当事人心中

的千千结，调撤率达９８．６９％，为家庭、社会带来和

谐。她连续五年获市政府嘉奖，先后被省高级法院

评为全省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优秀法

官、调解能手。她的先进事迹先后被《中国妇女

报》、《江苏法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用真情为生命护航的爱心妈妈———黄爱梅】　黄

爱梅，市隆田汽轮机叶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她

热心公益事业，长期资助袁桥镇初中的多名贫困学

生，捐资５万余元为搬经镇龙桥村修建道路。２００１

年，她开始长期资助磨头镇新联村孤儿翟春红，每

个月都去看望春红几次，细心周到地替春红准备好

生活日用品和换季衣服，逢年过节将春红接回家中

一起度过。她搬迁到新居后，也按照春红的喜好布

置了属于春红自己的小天地。２００９年底，春红不

幸患上脑癌，她联系医院，立即支付了３万元手术

费。在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下，春红的手术获得成

功。从春红到医院检查、住院、开刀、术后恢复，她

寸步不离、悉心照顾。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翟春红又一

次接受手术，黄爱梅全程陪同。多少年来，黄爱梅

从没算过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春红身上花了多少钱，

她早已把春红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为女儿付出，

她无怨无悔。

【勇于助人的俩７０后小伙———王飞、杜小林】　王

飞，下原镇蔡荡村１３组村民。杜小林，白蒲镇蒲西

村１５组村民。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上午，一辆从南通

开往盐城的大客车在途经老２０４国道江苏省如皋

市下原路段时，因失控翻入河中，车上１４名乘客连

同客车司机一起被困在倒扣的客车下。在国道附

近开店做生意的王飞、杜小林闻讯赶到现场，迅速

卷起裤腿下河，和热心群众一起救起全部被困乘

客。在路边开店经营的１２年间，俩小伙子多次救

助附近道路上发生意外事故的路人。２００９年夏

天，他们帮助抓住一名肇事逃逸司机，为死者挽回

了损失。２０１１年冬天，他们帮助解救因迎面相撞

而双双被卡在车内的两辆轿车的驾驶员，并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避免汽车起火爆炸。

【南通献血第一人———苏宏裕】　苏宏裕，袁桥镇十

里墩村人，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开过拖拉机、做过

搬运工，虽干着不起眼的行当，却情系国家献血事

业。从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至今，他定期到血站无偿

献血。１２年来，累计献血１２９次（其中全血５次、

成分血１２４次），折合全血１６５２００毫升，接近３０个

成年人的血液总量，成为南通市献血次数和献血总

量第一人，两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他

坚信：世界上再没有有比挽救生命、让爱长流不息

更有意义的事情。怀揣着这份情谊，他在给予别人

生命阳光的同时，也享受着充满阳光的生活。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苏宏裕荣登“江苏好人”榜。

【诚信履诺助人为乐———符成建】　符成建，雪岸镇

雪岸社区居民。他早年外出创业，经过不懈努力，

取得了成功。事业成功后，他没有忘记家乡，积极

参加家乡社会公益事业。村里的孤寡老人去世了，

没钱料理后事，他帮着办理；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

困难，他帮着解决；村里的留守儿童生活困难，他帮

着安排。２０１０年，他了解到雪岸社区有８０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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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２２６人、老党员１７０名以及特困户１５人。

秉承着敬老爱老、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他萌生了为家乡老人做点事的念头。当年，他捐赠

６．６万元，并许下３年捐赠２０万元的诺言。２０１１

年８月，符成建委托他人将６．９万元善款送到雪岸

社区的老人手中。２０１２年９月，符成建又向社区

捐赠７．２万元，履行了自己爱的承诺。

【小善写就大爱———李亚琴】　李亚琴，市高新区

（桃园镇）新庄社区乡村医生。自２００２年参加工作

以来，她接过了照顾麻风病人叶大爷的重任。卫生

服务站距叶大爷家有３公里，阡陌纵横的乡间小

路，李亚琴一走就是１０年。由于麻风病人的特殊

情况，不可能走出家门到服务站求诊，测血压、送

药、送防护鞋、出诊，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需要，李

亚琴随叫随到。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麻风病的

相关知识，让更多人正确认识麻风病，正确看待麻

风病人。乡村医生工资不高，待遇也没有城里好，

年轻医生大多选择在城市发展，她所在的服务站只

有３名乡村医生，另外两名医生都已年过６０岁，不

会电脑操作。服务站电脑开票、电子报表、数据录

入等都是她一个人完成。“一个人要掰成几个人

用，虽然工作辛苦，但在忙忙碌碌中，我体会到了医

生的责任，收获着内心的满足，忙并快乐着。”

（许海霞）

干干干部部部廉廉廉洁洁洁教教教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纪委（监察局）围绕打造“雉水

清莲”宣传教育品牌，细化分解“廉风纯党性”、“廉

音响雉水”、“廉景遍城乡”、“廉根扎基层”、“廉德润

心田”等５个子品牌，实施项目化推进，增强反腐倡

廉宣传教育影响力、感染力。

年内，市纪委（监察局）加强阵地建设，夯实硬

件基础。因地制宜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全面

启动社区廉政文化学校建设，培育并推出如城镇城

东社区廉政文化学校、高新区（桃园镇）网上廉政文

化学校等独具特色的廉政文化学校典型，实现廉政

文化学校镇（区）全覆盖。实施“一片一品、一镇一

景”廉政文化景观建设工程，打造林梓镇云轩竹园、

郭园镇廉政文化街道、磨头镇塘湾社区廉政文化园

等各具魅力的基层廉政景观２１处，实现廉政景观

城乡全覆盖。拓展宣教渠道，把握反腐倡廉宣教主

动权，利用宣传教育月、“５·１０”思廉日、算账教育

月、国际反腐败日，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全新改

版如皋廉政网，及时编发反腐倡廉手机快讯、编撰

《如皋日报》“清风”专栏，举办“雉水清莲”廉政主题

摄影大赛，编排《清风莲韵雉水情》专场文艺演出，

丰富“雉水清莲”品牌内涵，“雉水清莲”入选《江苏

省廉政文化历史资源普查丛书》。组织开展保持党

的纯洁性主题学习教育活动，召开全市保持党的纯

洁性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结合举办第二届“廉

政文化大讲坛”。创建如皋市“保持党的纯洁性”在

线学习平台，拓宽学习途径，上传各类资料１００多

篇，组织全市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在线知

识测试，并将测试成绩存入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档

案。创设重大时间节点前、重点工程项目开工前、

重要领导干部提拔任用前党风廉政教育机制，增强

教育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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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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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察局）以“优作风、提效能、强

服务”为抓手，打造“效能如皋”品牌。创新效能监

察手段，提升机关服务水平。修订完善《市级机关

作风与效能建设考评办法》，开展“五比、五促”活

动，促进市级机关全体人员更新服务理念、提升服

务质量。制订《如皋市民主考评百名科长活动实施

方案》，对市级机关８１个重点、热点中层岗位负责

人进行民主考评。组织开展作风效能“百日大督

查”活动，着力治理机关“庸、懒、散、慢、奢”，以及行

政审批服务改革、效能建设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发出作风建设整改反馈单１１份、通报１份。组

织开展“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思想大讨

论，并举办专题演讲比赛。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推进“三集中、三到位”

工作，牵头制订《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推行“三集中三到位”工作的实施意见》等配

套文件６个，进驻到位部门４８个，进驻事项由４２６

项增至７０３项。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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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行权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进一步提升行

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质态，全年网上办件

３０３４９件。巩固涉企收费清理成果，制订下发《关

于进一步治理规范涉企收费支持企业发展的意

见》，加强对企业集中年检期间收费情况督查，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收费单位诚信等级评价管理制度，全

面推行收费单位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收费单位收费

行为。通过定期召开经济环境监察员座谈会、发放

经济环境监测联系卡、召开同业商会会长座谈会等

措施，及时了解投资环境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专

项整治，累计接受企业和群众咨询、求助７６件次，

受理各类投诉３１件次，全部办结。

行行行　　　风风风　　　建建建　　　设设设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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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察局）完善政风行风热线媒体

联动机制，将政风行风热线与“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

线、“１１０”举报中心等平台有机融合，实现信息资源

联享、话题选择联动、采访追踪联播、跟踪督办联

合。举办第五届政风行风热线户外直播活动，现场

解决问题５２个。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五

级联动评议公共服务行业１０个，民主评议与企业、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５类６２家单位，切实提升

政风行风建设整体水平。

（印国华）

结结结　　　对对对　　　帮帮帮　　　扶扶扶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委、市政府组织全市机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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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解三促”　年内，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建立典型培育、过程控制、考核评价等长效推进

机制，推动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活动深入开

展。全市９４０名活动对象共联系农户１８９４５户，驻

点调研１４１０６天，驻村住户２１７２天，到村走访

２７９６３户。９４０名活动对象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０６７

期，培训人数２．７万人，招引１２０６名能人发展村域

经济，帮助专业大户解决难题１８６４个，协助培养村

后备干部６８５名。完善各类村级发展规划８７６个，

招引现代农业项目３５７个，推动土地流转２６６６．６７

公顷，发展高效设施农业２０６６．６７公顷，累计新增

村集体经营收入１７００万元，推动农民创业致富

９２５５人。召开群众座谈会３１１２场，征求各类意见

建议９７１５条，调研基层单位５９７３个，撰写民情日

记６６２４篇，撰写调研报告２３３４篇，帮助建立功能

齐全活动阵地３２８个，推进安置区或农民集居区新

开工５万户，推动村庄环境整治通过一星级验收

１７９个、二星级验收３０个、三星级验收９个，帮助

整修水利设施３１．３万米，维修道路２９．８万米，修

缮危桥１７８座。扶助年人均纯收入４０００元以下贫

困户４９８２户，发放慰问金２７８．８万元，协调处理社

会矛盾２２７１起，协调处理上访户信访问题７４２个，

为民办实事３９７８项，为近１０万人落实不同惠农

政策。

农村扶贫　年内，市委、市政府继续深入开展

“双联双助”活动，实施脱贫奔小康工程，实现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制度有效衔接，做到

新一轮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应保尽保、应帮尽帮。

全市组织７７家市级机关单位、３８３个镇属企事业

单位结对帮村（社区），５２２５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建档立卡中有劳力低收入农户６３９５户。直接出资

或协调资金３８９６万元，用于帮助村（社区）发展村

域经济、改善村庄环境，资助贫困农户增强致富技

能、提高生活水准，受益农户８２００多户。帮助培训

转移建档立卡低收入劳力１４３６人，新建或扩建高

效种养园区１２０个，引进在外能人回乡创业１４２

个，资助贫困学生１６８５人，被帮扶农户年人均增收

５００元以上。１月，召开“双联双助”动员大会，抽调

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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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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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出台《２０１２年市级机关“双联双

助”积分申报办法》，明确“双联双助”考核标准、要

求和时点。３月，重点助推植树绿化、河道整治、垃

圾处置工作，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５

月，对全市年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下２５３４０户

５６１４８个农村低收入人口进行新一轮建档立卡，进

一步锁定帮扶对象。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十二

五”期间组织实施农村扶贫开发的意见》（皋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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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３３号），进一步细化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５年消

除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下低收入农户、集体收入

３０万元以下村的序时目标。７月，年中考核各镇

（区）、各帮扶单位“双联双助”工作。１１月，更新新

一轮建档立卡数据资料，２０１２年建档立卡低收入

农户中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或超过５０００元的

７０８７户，占建档立卡总农户的２７．９％，其中有劳力

的脱贫人口１３８８３人，占建档立卡中有劳力人口的

４５．１％，完成市委、市政府明确的序时脱贫目标。

１２月，市委、市政府组织各镇（区）、各帮扶单位“双

联双助”工作年终考核，表彰“双联双助”工作先进

集体３０个、先进个人３０人。

帮扶特困职工　年内，市总工会继续推进结对

帮扶工作进入常态化帮扶、系统性服务轨道。各结

对单位认真实施市政府《关于对如皋市特困职工实

施特殊照顾的办法》，出台帮扶措施，结对帮扶特困

职工脱贫率达３０％。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对８８

个特困职工每月发放基本生活物资，全年累计发放

物资折合人民币１５．８４万元。对１７个遭遇突发、

不幸事件困难职工实施临时救助，累计资助金额

１．９６万元。市供电公司从“党员一日捐”中为３６

个特困职工解决每月１０度电费补贴，全年累计补

贴金额２２３２元。市房改办优先为３名特困职工办

理廉租房。市人社局为３６名特困职工办理社会保

险补贴，累计金额２０４４万元。市教育局为１６名特

困职工子女减免学费，累计金额１．７５万元。民政

局将４个符合条件特困职工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范围。加强工会帮扶工作品牌建设，组织实

施“春送岗位，夏送清凉，秋送希望、冬送温暖”活

动，全年累计发放帮扶资金近１００万元，慰问各类

困难职工４８６人。开展“送健康进企业”活动，先后

在熔盛重工、丁堰纺织等１０多家企业开展心理知

识、保健知识讲座１２场，参与职工１万多人次。出

台《特困职工大病救助办法》，减轻因病致贫困难职

工负担。做好夏季“三送”（送健康、送知识、送安

全）工作，推动各级工会普遍开展“三送”到职工活

动。做亮金秋助学品牌，为５３名特困职工、困难农

民工子女发放助学金１０．１４万元。主动联系并走

访盐城工学院等高校，联合开展困难学子关爱行

动。建立困难职工学子就业和勤工俭学基地，参与

每周五就业招聘活动，举办春节、三八、五一大型专

场招聘会，累计帮助２６５０余名职工成功就业，１０

名困难学子实现勤工俭学和就业。

“千人联千企”　年内，全市“千人联千企”活动

继续深入开展。各部门单位认真了解挂钩企业投

入、生产、成本、订单、效益、负债、稳定等方面情况，

特别关注企业用工、用电、用钱等方面问题，准确、

真实地掌握基层情况，通过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为企

业排忧解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企业在融资、资

本运作、市场开拓、科技创新、品牌建设、人才引进、

矛盾调处等方面难题。市总工会邀请市农商行领

导到挂钩企业现场办公，为企业增加贷款授信额

度，还为两家企业送慰问品６０００多元、安全生产知

识读本１００册。市教育局为挂钩企业解决员工子

女入学问题，为发事达（南通）化工有限公司解决用

工１０人。市农机局发挥智囊作用，帮助企业制订

发展规划，通过与相关部门沟通，为江苏天南电力

有限公司筹建国家级重点实验中心项目争取到国

家补贴１３０万元。市供电公司为挂钩企业协调主

变压器２台，节约企业相关费用近５万元。市科技

局邀请北京印刷学院教授曹鹏和科技镇长团杨亚

军老师与挂钩企业共同攻关技术难题。市国税局

对挂钩企业进行税务辅导，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标准，为企业创造申报条件，在企业所得税过渡期

优惠即将到期时，使企业能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积蓄实力。

（李　雪　王志斌　应　晶　程　洋）

志志志 愿愿愿 者者者 活活活 动动动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文明办以关爱他人、关爱社

会、关爱自然为重点，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宣传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的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

愿精神，进一步扩大志愿者队伍，打造志愿服务阵

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志愿服务精神成为深化

拓展爱心城市、推进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创建的不竭

动力。

年内，市文明办依托社区物业公司，建成社区

志愿服务站２４个，社区志愿服务点３２个。依托大

型建筑工地，建成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基地１５个。

在全市重要广场绿地建成便民利民志愿服务站

（点）６个。２月，印发《如皋市２０１２年度社会志愿

·６４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服务活动实施意见》，明确市志愿服务协调小组成

员单位年度工作任务。３月，开展“传承雷锋精神、

共建爱心城市”主题活动，向全市发布志愿服务项

目２４个。团市委组织４０余名志愿者开展“学雷

锋，献热血”活动。以“３·９”保护母亲河日和“３·

１２”植树节为抓手，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开展“保护

母亲河奖”评选活动，举办“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

动”现场颁奖典礼，南通市如皋地方税务局第六税

务分局等１０家单位获首届如皋市“保护母亲河奖”

优秀集体称号，顾秦麒等１０人获首届如皋市“保护

母亲河奖”先进个人称号，活动受到团中央保护母

亲河网高度关注。４月，团市委与南京特殊教育职

业技术学院签订“太阳花———皋兴青年志愿者服务

培训基地”意愿书。７月，市文明办组织开展如皋

市第二届“小亭志愿服务月”活动，向全市发布志愿

服务项目４０个。举办电影《赵小亭》摄制组成立仪

式。团市委邀请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副书记谢明教授及其团队，为特殊儿童家长和中心

老师开设相关康复讲座。组织开展“共创文明城

市，共建美好家园”青年志愿服务月活动。９月，举

办电影《赵小亭》开机仪式、小亭志愿服务月活动成

果展。１０月，推动全市各级文明单位（行业、机关、

村、社区）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１２月，组织

开展“关爱他人·冬日送暖”———国际志愿者日志

愿服务大行动，向全市发布志愿服务项目２５个，成

立如皋市物业志愿服务支队与如皋市文明交通志

愿服务支队。举办如皋市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培

训班。

（许海霞　冒纾瑞）

关关关爱爱爱留留留守守守 、、、失失失学学学儿儿儿童童童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妇联扎实推进关爱留守、失学

儿童活动，筹措资金８５万元帮扶孤困儿童７６３名，

成立全国首家留守儿童足迹馆。

年内，普惠、中行、中国儿童基金会春蕾班先后

成立，全市春蕾班总数达１８家。成立周萍爱心基

金、金陵·雉水基金共５２万元。开展“恒爱行动”、

“爱心助孤”、“关爱单亲母亲，情暖孤困儿童”等扶

助活动１３场，实现帮扶孤儿全覆盖，年人均帮扶金

额超１０００元。

【全国首家留守儿童足迹馆】　５月１０日，全国首

家“关心留守儿童工作委员会”成立８周年纪念活

动暨首个留守儿童成长足迹馆揭馆仪式在林梓小

学举行。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朱晓征，省妇联副

主席缪志红参加活动。留守儿童成长足迹馆记录

“关留委”成立８年来的点点滴滴，从“留守儿童”命

名到成立关留委，从建立“３３４３３”管理模式到在全

国推广经验，从“蒲公英爱心妈妈”到联合国儿基会

倾力帮扶，如皋留守儿童工作持续成为“受人口流

动影响的儿童保护”领域品牌。

（宋小红）

破破破除除除封封封建建建迷迷迷信信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市火化尸体１２７３１具，强制起

棺火化尸体９具，迁移、深埋绿化坟墓（冥亭）１万

座，恢复用地４５．３３公顷。全市新增公墓绿化面积

２４公顷。

年内，市民政局对９种特殊对象和如皋籍不享

受丧葬补助待遇的城乡居民，实行殡葬普惠制补助

２１０万元。长江镇、软件园（桃园镇）、如城镇、经济开

发区（柴湾镇）、袁桥镇率先规划建设配套设施齐

全、环境一流、规格较高的镇级公益性公墓（骨灰

堂）全面启动运行，将室外葬转换成室内葬。３月３０

日，市政府专题召开全市殡葬改革推进现场会，巩

固殡改成果，推进“绿色殡葬”，倡导文明、节俭、科

学、健康的社会风气。１２月，长江镇（如皋港区）、软

件园（桃园镇）、如城镇、如皋经济开发区（柴湾镇）、

袁桥镇５镇被评为市殡葬改革工作先进单位。

（邓建芹）

·７４３·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