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时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严重，公安、消防、建设、供电等部门和社区全力抢排积水，防汛抗
灾。 许丛军 张志陆 肖潇 摄

7月13日，启东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潘国红一行来到我区学田街
道调研“万名代表小康行”主题实践
活动实施情况。
自3月份南通市人大“万名代

表小康行”主题实践活动启动后，学
田街道人大工委第一时间通过代表
微信平台、《人大代表动态》期刊、会
议培训等形式宣传活动实施意见，
引导代表当好政策法规的“宣传
员”、助推小康的“监督员”、社情民意
的“调查员”、全面小康的“示范员”、
为民办实事的“服务员”，激发代表
履职热情。为了更加扎实地推进“万
名代表小康行”主题实践活动，崇川
区人大围绕“五个一”的要求，推行
三张“清单”工作。
学田街道人大工委紧紧围绕群

众需求，排出为民办实事、监督重点
项目、结对困难群众、献计社会发展
等为民办实事项目88个，包括经济

项目推进、小康短板补足、老小区改
造、停车难缓解等方面。目前，全街
25名人大代表均认领至少5个为民
办实事项目，并在人大代表认领清
单上签字。
在我区第三届“520”邻里志愿

服务日活动暨学田街道“邻里爱心
服务包”、“人大代表小康行”项目认
领仪式上，崇川区人大学田小组的
14名人大代表纷纷认领了“爱心早
餐”家居生活包、“康复干预”健康生
活包等居家养老爱心包以及“小太
阳成长基金”关爱包等7类爱心服
务包，其中为“小太阳成长基金”等爱
心包注资10万余元。
调研结束后，潘国红认为此次

调研开阔了眼界，深受启发。回去后，
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小康行的带头
示范作用，结合实际，打造亮点，培育
启东人大代表小康行特色，将启东
人大工作迈上更高台阶。

日前，由崇川区人社局主
办的“秀出性格，创出未来”创
业达人秀活动在南通开放大学
15楼报告厅成功举办。活动为
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青年创新创业展示交流、
资源对接、项目孵化搭建平台。

今年 5月，崇川区推出创业
达人秀活动，辖区 20多名创业
者积极参与，经过层层角逐、严
格筛选，13个项目脱颖而出赢
得了参加达人秀的活动机会。

在当天的活动上，崇川区
设置了场内场外互动的两个区
域，场内进行创业项目路演及
评比，场外同步举行创客集市
（创业项目成果展），参赛展示

的项目涵盖多个领域，有编程
电子积木、无人保洁机这样的
高端创新科技项目；有创意微
景观、墨趣设绘这样的大学生
原创设计项目；也有智谷教育
这样的实用服务培训项目等
等，每个项目都很精彩也各有
特色，充分体现了崇川创业的
空间广阔、层次丰富，集中展示
了崇川创业者们“开放、善思、
敢为”的创新意识和“务实、善
行、敢闯”的创业意识。

经过激烈角逐，由文峰街
道选送的编程电子积木项目荣
获一等奖，文峰街道获得本次
活动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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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举办创业达人秀
展示创业风采

热点聚焦

7 月 11 日晚和 7 月 12 日
下午，崇川区先后召开防汛工
作紧急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
陈俊主持会议并第一时间传达
贯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
示精神，深入查找防灾减灾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
研究部署灾后相关工作。

7月 11 日 13-18 时，中心
城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心
城区大部雨量超过 100 毫米，其
中园博园雨量超过 200 毫米，南
通大学观测点的最大雨量 250.6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151.2 毫
米，创南通历史最高纪录。降雨
导致市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
截至 17 时，通吕运河水位由 2.0
米涨至 2.94 米，超警戒 0.14 米；

海港引河水位由 1.8 米涨至
3.13 米，超警戒 0.33 米；濠河水
位由 2.68 米涨至 3.09 米。降雨
同时造成市区普遍积水，中心
城区长江路、跃龙路等 70 处路
段积水较重，对市民出行等造
成较大影响。市委、市政府迅速
召开市区防汛工作紧急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各区各相关部门全
力以赴做好防汛排涝等工作，
减少灾害损失影响，确保无人
员伤亡。

崇川区要求各单位、各
部门要迅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
突出抓好以下五个方面。一
是深刻汲取教训。要坚持问
题导向，全面反思防汛救灾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完善
应急体系、应急预案，建立健
全信息报送机制、工作动员
调动机制，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等入
手，认真梳理，明确重点。二
是切实加强整治。要坚决克
服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
的精神，对暴露出来的问题
进行全面归纳、梳理，抓紧做
好问题整改。要切实做到应
急措施到位，特别是对受灾
严重的小区，要一区一策、一
点一策，落到实处；要切实做
到整治工作到位，尤其是积
水点改造工程，区住建部门
要联合街道抓紧推进。同时，
区环卫处要抓紧对退水后遗

留的垃圾进行清理，区卫计
委要统筹做好底层积水空间
的消毒等工作。三是深入开
展排查工作。要坚持边整治、
边排查，切实加强对老旧小
区、江堤以及重要点位的巡
查，发现隐患立即上报处理，
全力帮助受淹企业减少损
失。四是充分做好群众工作。
要深入到群众家中，关心群
众生活，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及时疏导群众的情绪；要充
分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救灾和
整治工作。五是抓紧完善防
汛应急体系。要科学制定预
案，对防汛设备运转情况、物
资储备状况要做到胸中有
数、分布科学合理；要提前预

降内河水位，同时充分发挥
物业管理的作用；要进一步
做实防汛救灾应急体系，保
持信息、通讯、视频系统畅
通，确保信息传达及时准确；
宣传部门要加强正面宣传与
引导，及时发布消息，妥善处
置舆情。

会上，副区长张一峰、杨春
红、陶高兵，区政府党组成员陈
雨林分别就各自分管、协管的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农工局、
住建局、城管局、教体局、民
政局、各街道汇报了防汛减
灾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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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排涝工作

启东市人大调研我区
“万名代表小康行”活动

综 合



7 月 10 日、11 日，崇川区
各小学招生报名工作陆续开
展，据了解，今年崇川区将有
近 7000 名新生入学。

针对往年家长通宵排队
的现象，今年辖区不少小学
提前公布了招生措施和报名
方法，最大限度为学生家长
提供方便。崇川学校、通师一
附等学校均在在本校的微信
公众平台以及社区公告栏等
位置发布公告，同时采取取
号后分时段报名的方法，让
适龄儿童的家长能够熟知招

生办法，一些学校还在报名
现场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报
名流程，通师一附还在线上
推出新生预报名系统，新生
家长只要之前登录学校网站
填写、提交、打印新生预报名
信息表，现场报名时只要提
供真实材料，两到五分钟即
可成功办理入学手续。

据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崇川区部分学校还将适
当延长报名时间，如有特殊
情况导致 7 月 10、11 日两天
没有报名的学生，在 8 月下旬

开学前夕，学校相关部门也
会确保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
每 一 个 适 龄 儿 童 都 能 入
学。

八一中学、城中小学三里
墩校区和陆洪闸小学这三所
新建学校也将于今年 9 月份
正式启用。据悉，今年城中小
学三里墩校区预计招收一年
级新生 5 个班，每个班不超过
50 人，校区内各教室均按照
省一类标准配置，校园内设
有体育馆、游泳池等配套设
施，此外还针对一年级新生

的特点，将尽可能地安排城
中小学本部的老师前来任
教。

又讯，7 月 12 日，为全面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为学生
健康成长、为学校正常教育
教学营造良好的秩序，崇川
区教体局组织辖区内各个学
校的安监办负责人以及各个
校区的校车驾驶员，参加了
由南通市校车安全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校车
驾驶安全培训。

崇川区教体局还与交警

支队联合组织开展学校门前
接送学生车辆规范停放星级
评比活动。目前，各中小学校
上放学秩序井然有序，校园周
边流动摊贩明显减少，基本达
到文明城市建设“五无一标”
要求，校园周边环境明显改
观。

在当天的培训上，区教体
局、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还
就学校门前规范停车管理，进
一步优化校园周边交通秩序，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确保安全
运行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探讨。

案件事实：
金某于 2008年 1月入职同

创公司，双方连续签订三份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最后一份的劳动
合同期限至 2010年 12月 31日
止，其中“工作内容”部分约定为
“同创公司聘任金某担任超市公
司十里河店防损组长”。该劳动
合同到期后，同创公司未与金某
就双方的劳动关系做出任何处
理，亦未向金某支付经济补偿
金。次日，金某与同兴公司签订
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其中“工
作内容”部分约定“同兴公司聘
任金某担任防损组长“，但金某
的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月工资
（3000元 /月）均未发生变化。

2011年 7月底，金某与同
兴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因
为经济补偿金金额的问题，双方
存在争议———金某认为自己应
当获得 12000元经济补偿金，但
同兴公司只同意支付 3000元经
济补偿金。

争议焦点：
非因本人意愿变合同主体

变更后工龄能否连续计算？

律师意见：
本案中，我们首先需要确定

金某的工作变动是否符合“劳动
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
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
形。根据最高法院颁布的劳动合
同法解释四中第五条规定：劳动
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
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
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等情形，应当
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
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
单位工作”。显然，本案中金某与
同兴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其
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均未发生
变化，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
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
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

另，在金某与同创公司签订
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同创公司未
与金某就双方的劳动关系做出

任何处理，亦未向金某支付经济
补偿金。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
规定，金某在同创公司的工作年
限应当合并计算为同兴公司的
工作年限。
故，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二
十八条及《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金某应当得到经济
补偿金 12000元。

律师简介：
宋雅丽，毕业于江苏警官学

院法学专业，目前系北京市隆安
（南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
业过程中，专注于劳动争议、交
通事故、婚姻继承、经济纠纷等
民商事领域案件的办理并积累
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办案宗旨：
真诚、努力、信心、细心。
电话：18662920198
E-mail：4148259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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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本人意愿变合同主体变更后
工龄能否连续计算？

崇川区各小学招生报名工作有续开展
已招收 6000余名新生

今年是史白烈士逝世 70
周年，7月 9日，学田街道知心
奶奶群体成员与学田社区街坊
四邻、青少年代表来到史白烈士
故居，唱红歌，参观陈列室、听老
故事共同缅怀革命烈士，继承革
命遗志。
“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
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
朝南朝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
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知
心爷爷曹云泉正带领大家一起
在烈士故居内唱起 70年前史白
作词，沈亚威谱曲的革命歌曲
《别处哪儿有》。此曲曾经广泛流
行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北解放
区。
史白烈士的侄女施宁介绍：

“随着日寇的清剿、进攻，苏北形
式开始紧张恶化。为了适应当时
敌我斗争，伯父史白在通西区埋
伏，后被组织安排进城。1945年
日寇投降，地委通知伯父撤离南
通回根据地。在途经金沙镇等船
时，看到解放区船来车往，人民
安居乐业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与苛捐杂税的国民党敌占区有
天壤之别，于是便写下了《别处
哪儿有》的歌词。后被谱曲成为
继《黄桥烧饼歌》之后，最易普及
而富有意趣的歌曲，吸引了无数
青年投奔解放区。”
“以往听唱革命歌曲仅仅局

限于课堂、书本，而这一回是身

临其境，仿佛自己也看到了那峥
嵘岁月，感受到了革命情怀顿感
格外亲切。”来自学田街道学田
社区辖区青年潘殊哲说。

举目望去，纪念馆的门楣上
悬挂着一块原木色底子刻着墨
绿色大字“史白烈士纪念堂”的
匾额。“这是史白烈士胞姐施致
纯老师在 103岁高龄时写的”看
到我们到来，施宁兴冲冲地将我
们请至纪念展厅。展厅里陈列着
一些史白使用过的自制乐器，油
画、国画、手稿等，墙上贴满了图
片和生平事迹介绍。

在纪念馆陈列厨内，还陈列
着由江泽民父亲江上青担任发
行人的《写作与阅读》杂志的复
印件。史白那时便以施与的笔名
担任编委，负责改版后的《写作
与阅读》的封面设计、扉页装饰，
使杂志面貌焕然一新。
“这座纪念馆建于 1985年，

是我们后人自筹资金建立的，对
于子孙后代来说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如今，这个家藏的纪念馆
也成为附近学校的德育教育基
地。”施宁说。

“走进史白烈士纪念馆，瞻
仰烈士遗容，回顾 70年前烈士
生平，通过新四军成员史白的感
人事迹，缅怀新四军东进中的奉
公伟绩，使得我们更加珍惜来之
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知心奶
奶蔡松英说。

烽火丹青江海魂
人文古城爱国情

汤建军

中南世纪花城保安擒贼有方

7 月 8 日上午，崇川区
中南世纪花城小区上演了保
安智擒小偷一幕：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一年轻男子在
10 号楼非机动车车库附近
晃悠，形迹可疑，引起了正
在小区巡逻的保安范志华的
注意。由于这里比较偏僻，
一般很少有人注意，范志华
便多了一个心眼，走近了去

瞧一瞧。结果，范志华发现
该男子口袋里装着一副手
套，便上前简单询问了几
句。男子支支吾吾回答不上
来。

为了让这男子放 松警
惕，范志华假装离开，在远
处盯着他，同时呼叫同班队
员前来协助。当几名保安队
员赶到后，男子明显慌了

神，拔腿就跑。范志华边喊
边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奋
力将其抓获。随后，他们在
男子身上发现了锯条、吸铁
石等作案工具，便立马联系
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赶
到后，该男子交待：自己其
实是准备偷盗小区非机动车
车库电瓶车投币式充电箱里
的硬币。

陈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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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年近百岁的退休老教
师，用一汪清泉滋润了辖区无数童真
的心田。

她是革命烈士钱素凡的遗孀，用
柔弱的肩膀担负起革命信念重于泰
山的传承。

她更是一名有着 66 年党龄的老
党员，用无私的奉献践行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
路线。

2016 年 7 月 8 日 21 时 47 分，敬
爱的孙术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
98 岁。

江莉萍 杨鹏飞 文/摄

陈德军,一名资深摄影爱好
者，从早期的胶片摄影，到后来
的数码单反，他总是讶异于那
“咔擦”一声，因为这声音，似有
神奇的魔力，能记下你身边瞬
间的世界。

关注的力量
在城南社区住着薛玲玲和

徐惟母子俩，薛玲玲身患尿毒
症已近 10 年，现在必须每周透
析，徐惟身患先天性糖尿病，并
且是一级残疾，母子两人生活
都不能自理，其丈夫去世后，完
全靠亲戚照顾。陈德军听说后，

便定期到其家中帮其料理家
务，同时用相机记录其家庭生
活变化，并打印成册送给母子
俩。闲暇时看相册聊天已经成
为母子俩的习惯。

陈德军希望每一个人的付
出更不用说是牺牲，甚至为生
活奋斗时的模样都能被记录，
被真实地还原，被需要的人所
知晓。用图片记录下普通人的
故事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在
他拍摄的照片中, 有些充满温
情，有些却带有伤感，更多的是
充满阳光。照片的主人公无论

是明星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
能带给我们一个个活生生的范
例: 原来世界就是这样的绚丽
多彩和变化多端。

回看真正的自己
陈德军说：“拍照是为了用

镜头真实地叙述人生的故事，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面镜子，即
使镜头中没有摄影者自己,也
能看到自己真正的内心。”

陈德军关爱生命，关注人
文，他的作品，总是饱含对人与
生命宽阔、豁达的理解，他是在
用心摄影, 因而呈现出一种磅

礴的气势。闲暇之余，他最喜欢
拍摄自己的家乡通城，他说，平
凡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让他
的视野变得狭隘，相反，他以一
种努力保持生活原本质感的责
任心与眼光，去记录着这个城
市每一天的变化。

陈德军正沿着自己选择的
光影人生在前行。

李 斌 魏思敏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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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集活动开始啦

一、活动时间
2016 年 7 月 -11 月

二、活动内容
“读书·求知·明礼”主题，推荐体现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书目，同时附上推荐理由。
三、参与方式
（一）关注“书香崇川”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最喜爱的一本

书”有奖征集专栏，按要求填写推荐内容，以推荐次数多少，评出最
受欢迎的 10 本图书，并对推荐者进行奖励。
（二）以街道为主体，在辖区范围内通过发放《征集表》的方式

开展“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集活动，每个街道征集出 100 本书籍
报区阅读办，区阅读办根据街道征集的书目集中采购，赠送给街
道，供居民群众阅读。
四、活动安排
（一）书目推荐：7月 -9 月。
（二）书目筛选：10月。
（三）入选书目公布：11 月。

联系人：曹莹莹
联系电话：0513-85128764

崇川区委宣传部 南通开放大学
崇川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崇川区全民阅读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7 月 6日

淤 于

虞

淤连日来，虹东社区燕憩苑暑假期间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少年军校活动。 龚陈晨 摄

于7月7日，易家桥社区联合南通大学“杼织江海韵，
赓 续濠滨情”志愿服务团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五谷画手工兴
趣小组活动。 季 芳 摄

盂7月 8日，山港桥社区组织社区学生开展“大手
拉小手，多彩伴假期”暑期实践活动。 沙麟鹏 摄

榆近日，区人大代表组织12名医护志愿者送医进虹
桥街道青年社区。 丁晓春 摄

虞7月 7日，晨苑社区与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的大学
生志愿者们组织开展了“彩笔绘世界 童心迎奥运”活动。

赵 丽 摄

7月 8日，虹西社区联合南通海事局开展“走近航海日”
主题体验活动。 吴娟娟 摄

7 月 8日，学堂桥社区开展“乐在棋中”象棋大赛。马春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