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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9 月 23 日，国台办经济局
局长张世宏一行来我区调研
“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建设
情况，江苏省台办副主任李卫
华，南通市台办主任蒋才茂，市
台办主任助理曹勇，崇川区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晓敏，区
台办主任何志明，区商务局党
组书记朱建芳等同志陪同调
研。

张世宏一行考察了南通产
业技术研究院“台湾青年就业
创业基地”智能装备工业机器

人研发基地、中磊咨询服务合
作平台、彭派食品研销中心以
及南通综合电子商务产业园晶
化生物医药研发中心等优质台
湾青年创业项目，听取了南通
产业技术研究院总经理沈风雷
关于基地创建情况汇报、南通
市台办主任蒋才茂关于台湾青
年在崇川就业创业情况汇报，
并与基地的台湾创业青年进行
亲切交谈。

张世宏对我区在助推两岸
青年就业创业方面取得的成效

表示肯定。他指出，帮助台湾青
年来大陆创业就业是一项具有
重要意义的工作，两岸青年携
手创业创新面临宝贵机遇。希
望崇川区结合地方产业特色，
协调各方资源满足台湾青年在
大陆就业创业各个阶段的需
求，着力建设具有示范性的两
岸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充分发
挥平台促进台资企业发展，集
聚台湾高科技人才，增强两岸
交流融合的作用，吸引更多的
台湾青年前来就业创业。

张世宏调研
我区“台湾青创基地”

崇川作为南通城市核心区，
要坚持转型发展与改善民生
有机统一，建设综合实力首位
区、协调发展首善区，打造创
新发展高地、宜业宜居福地、
生态文化胜地，在全市加快富
民进程中争当典范。

把转型发展作为富民根本
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提

升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创新

经济，加快构建具有中心城区
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到“十
三五”末，实现全区 GDP 突破
10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 120 亿元，打牢富民产业
基础。通过加快产业转型、提
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努力增加
居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
保障性收入，保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
步，实现翻一番。

把改善民生作为富民关键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确保

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80%。改善群众出行环境，
完成观音山新城等重点区域
主次干道、骨干路网建设。强
化安置房建设管理，推进安置
房建设和拆迁户安置，五年内
竣工交付安置房超 360 ㎡万 。
推进老旧小区环境改善和有
机更新，切实做好危旧房搬迁

改造，焕发老城区功能和活
力。

把提升服务作为富民保障
构建更高水平的就业促

进、社会救助、居家养老、基础
教育、公共文化、医疗卫生六
大服务体系，加强对大学生、
被征地农民等重点群体就业
支持，每年城镇新增就业 1 万
人以上、失业人员再就业 7500

人以上；鼓励慈善事业，帮扶
低收入人群脱贫，打造资源共
享的社会救助网络系统；实现
每千名老人拥有机构养老床
位数 40个以上。

在全市富民进程中勇挑重担
市党代表、区委书记吴旭在市党代会发言：

市党代会专题

陈冬梅指导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

9 月 23 日上午，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陈冬梅
实地调研我区志愿服务和长效
管理工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明办主任沈俊，文明办副主任
孙鹏等陪同调研。

陈冬梅先后察看了五一社
区公共服务平台等点位，对五一
社区邻里志愿服务等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陈冬梅指出，做好志愿服务
工作，要注意调动基层的积极
性，把好的工作经验化为工作思

路。一要抓创新；二要抓平台；
三要抓融合。做好长效管理工
作，一是要机构常态化；二是队
伍精干化；三是加强科学考核，
提升积极性；四是实施整改通
报，强调效果跟踪和结果运用。
沈俊在汇报中表示，将对照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的要求，
并结合我区“四位一体”基层治
理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志愿服
务的常态化，不断提高城市文明
程度指数，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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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老干部绘就精品力作
“庆国庆 迎重阳”

热烈庆祝建国 周年！

9 月 28 日，“中国梦 狼山志 濠河情”系列展之
四———“庆国庆 迎重阳”老干部书画展在位于民博园西
区的崇川美术馆开幕，区领导张伟明、顾建华、杨春红、
李红霞等出席开幕仪式并观看了展览。





话题背景：
重阳节将至，这是一个孝

老爱老的日子，更是一个感恩
回报的日子。了解老人、尊敬老
人、爱护老人，我们不仅有义
务，更有责任。

汤建军（社区干部）：子
曰：孝，德之本也。 孝老爱亲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
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作
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尽孝不仅
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更
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具备的一种
美德。

青儿（微信好友）：敬老不

能只是节日里的一种形式，更
要在平时多关注老人们的心理
状态。不管距离的远近，多跟老
人聊聊天、多打打电话，让老人
时刻感觉到你其实就在身边。

燕子在飞翔（微信网友）：
真正意义上的孝老，是常回家！
是陪伴！时下很多年轻人在重
阳节时通过网络终端表达孝
心，在网络上大呼：爱父母，想
父母 。可是又有多少老人会整
天拿着手机感受 网络孝老 ？
重阳之际，和老人在一起，就算
没有大鱼大肉，只要有儿孙的
笑声陪伴，就是对他们最贴心
的爱。

特约评论
网友仁者之：

孝老尊亲 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百善孝
为先，古人把孝敬父母归纳为
尊亲，弗辱，能养 三个层次，尊
亲是孝道的最高层次。
孝老尊亲，重在平时，重在行

动。有的人认为 只要让父母吃
饱、穿暖、居安、行便 就是尽孝
了，其实不然。老年人更需要感
情上的温暖。多打点电话回家，
报声平安；多和爸妈说话交流，
听听唠叨；更要亲身陪伴，常回
家看看。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为人
子女都应自觉守护这一 宝 ，争
做孝老之人，多干尊亲之事，让
子欲养而亲不待 不再成为许多
人无法弥补的遗憾，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来演绎人间纯真的 孝老
情怀，让 孝老尊亲 成为人人
争先践行的文明风尚。

2016年 9月 30日 星期五4 责任编辑：王 蒙 责任校对：汤玉婷

CHONGCHUAN ONLINE

综 合

新闻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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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易家桥新村的 岁离休老人吕大妈在儿子儿
媳陪同下，来到南通啬园赏花。 张志陆 摄
啬园秋季百花展 月 日起正式开放。 尤 炼 摄
近日，狼山社区残疾人托养中心举办了“编织生活，编织梦

想”主题活动。 钱 艳 摄
月 日，新城桥街道举行“听革命故事，忆峥嵘岁月，做

合格党员崇川区道德讲堂总堂暨“两学一做”主题活动。
周 知 摄

近日，崇川区虹西社区劳动保障站联合虹桥幼儿园进行了
一次防空疏散演练。 江建华 摄
月 日下午，学田街道成功举办第三届“我的梦、我的

歌”残疾人卡拉 大赛。 汤建军 摄

如何真正做好孝老爱亲

下期话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

进步，安置房小区逐渐进入
了大家的视野，如何真正做
好安置房小区的文明长效
管理？

发送评论至“崇川在
线”微信公众平台；
或发送评论的邮件至

ntcczx@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