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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饭店纪念开业30周年
11名员工被授予突出贡献奖
晚报讯 6月5日， 南通大饭店举行开业
3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旅游饭店协会、江苏省
工商联餐饮业商会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大饭
店领导和员工代表100多人出席了纪念大会。
杨方苓、 戴洪瑞等11位南通大饭店开业30年
以来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受到表彰。同时，南
通大饭店还正式对外发布了“开业30年30道
精品菜肴”。
据了解，从1988年6月5日至今，南通大饭
店走过了整整30年的路程。 1992年9月，大饭
店转股文峰集团。 1998年7月，成为苏中地区
首家四星饭店。 2012年4月，高达56层的新大
楼正式投入运营， 使得饭店规模档次明显提
升，营业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南通大饭店与国际接轨的与众不同的
服务，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江海大地上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受到中外宾客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一时间成为南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也成了
南通服务业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30年来南通大
饭店向外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因此也被称为南
通饭店餐饮业的
‘
黄埔军校’。”南通大饭店总经
理裴浩兵表示。
对于南通大饭店今后的发展， 江苏文峰集
团总裁徐长江希望， 全体大饭店员工要转变观
念、 转变思路， 主动适应新形势、 新变化， 创
新经营模式， 创新工作方式， 走集约化、 高质
量发展之路， 努力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
还要居安思危， 与时俱进， 坚持严格管理， 坚
持优质服务， 把现有的资源利用好、 运作好，
努力打造饭店的新特色、 新优势和新亮点， 不
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记者李波

如东三部门联手排查
“
百岁老人”
共197人，全部享有应享待遇
晚报讯 如东县是全国著名的“
长寿之
乡”，这个县目前健在的“百岁老人”晚年生
活过得怎样，该享受的国家养老补贴政策有
没有全部到位？ 6月5日，记者从如东方面获
悉，当地人社局、财政局、民政局三部门联合
开展对全县百岁以上老人养老待遇情况摸
排工作。
据了解，在前期各镇（区）逐户派人上门
核查的基础上， 三家单位依据三部门汇总数
据进行比对。截至6月4日，当地最终确认如东

县共有百岁老人179人，其中100周岁93人，占总
人 数 的 51.96% ，101 周 岁 45 人 ， 占 总 人 数 的
25.14%，102周岁至106周岁41人， 占总人数的
22.91%。 通过工作人员的走访调查， 当地百岁
老人总体生活和身体状况良好， 均享受民政部
门发放的尊老金待遇。 此外， 这179名百岁老
人中， 还有160名老人正在逐月享受城乡居保
基础养老金待遇、 19人正在逐月享受企业职工
养老金待遇。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钱德明

税银合作，打造普惠金融新亮点

工行南通分行推出“出口税e贷”
晚报讯 由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分行与市
国税共同推出的普惠金融新产品“出口税e
贷” 一经推出， 就受到众多企业的追捧， 昨
天， 工行南通分行与首批办理“出口税e贷”
的8家企业签订了贷款投放协议， 金额合计
达2800万元。
“出口税e贷” 是工行南通分行与市国
税局合作推出的人民币信用贷款产品。 该产
品面向全市有持续、 稳定的出口退税记录，
且纳税信用等级为3级以上 （含） 的出口退
税企业， 发放人民币信用贷款， 无需抵押担
保， 并以该企业出口退税专户资金作为增信
条件。 该产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便利性，
并且受众广、 效率高、 成本低。
“
这是今年我市推进税银合作有效落实
的一次新尝试； 通过强化税银协作， 充分
发挥政务信息共享的叠加增值效应。” 市国
税局进出口处副处长秦海燕介绍， 工行南
通分行“出口税e贷” 产品将面向全市， 缓
解中小型出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支持出
口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服务南通外向型经
济发展。

在助力小微企业融资方面， 工行南通分行
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举措。 2015年， 该行与财
政合作推出“小微创业贷”， 积极服务“大众
创业、 万众创新”； 去年， 基于互联网技术和
“大数据” 运用， 又推出“
网上小额贷款”， 切
实降低信贷门槛。 今年， 截至一季度， 小微企
业贷款较年初新增8.32亿元； 普惠金融类贷款
新增2.77亿元； 小微创业贷开办近3年来， 累
计投放65亿元， 惠及1000多户创业者， 业务规
模、 经营质态全省领先。
近年来， 工行南通分行将自身经营发展与
支持社会经济建设相融合， 坚持经营回归本
源， 倾力服务实体经济。 去年， 该行荣获“
全
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 被省政府表彰为南通
金融业唯一的“江苏制造突出贡献奖先进单
位”， 并蝉联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年度“精品
分行”。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 工商银行南通
分行行长张海滨表示， 未来还将加大“
出口税
e贷” 产品的宣传推广， 深入挖掘产品的普惠
价值， 将“出口税e贷” 打造为工行南通分行
普惠金融的新亮点。
记者李彤

肿瘤资讯：

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可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2017 年《中国肿瘤的现状和趋势》最新
报告显示， 我国目前肿瘤发病居前五位的
肿瘤依次为 ： 肺 部 肿 瘤 、 胃 部 肿 瘤 、 肝 脏 肿
瘤、食管肿瘤和结直肠肿瘤。 肿瘤已成为中
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 且发病率持续上
升，有年轻化趋势。 如何防治肿瘤，成为了
市民关心的重大健康问题。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倡导， 肿瘤应早发现、 早诊
断、早治疗。
肿瘤综合治疗是关键
肿瘤是一种慢性病， 需要长期的与之斗
争，才能达到延长生命周期、提高生活质量的
目的。 同时，肿瘤又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必
须考虑综合治疗，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结合

放疗、化疗、中医中药等多种治疗方式的综合
治疗模式，努力提升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延
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期， 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
度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使患者得到最大
的受益。
肿瘤患者帮扶计划正式实施
为了关爱南通市民健康，南通中科灵芝特
举办“帮扶肿瘤患者——
—灵芝孢子粉免费体
验”活动。 凡南通市两年内确诊的或正在治疗
期的肿瘤病友均可免费申领总价 1440 元的破
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需要提醒的是：每
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领取
时请携带个人病例资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
何费用）。 申领热线：0513-85525299

南通扬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泉军：

只要路对了，走再远也不怕

朱泉军,1969年12月出生, 高级工程
师， 南通扬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20多年来,朱泉军在
建筑安装市场摸爬滚打、经受锻炼,创出了
一番天地,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版图扩张：

走出去，前面是个天
“
出路出路，走出去才有路。”笃信这一
理念，创业25年来，朱泉军的业务版图快速
扩张、安装施工队伍不断壮大。由起初几十
人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人， 施工队伍分布
在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苏州、济南、成都、潍
坊、烟台、西安、安徽、杭州、贵州、天津、南
通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
1993年， 二十出头朱泉军有一股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闯劲， 为承接工程他用掉家
中积蓄，第一次带着家乡的建安“子弟兵”
来到苏州建筑工地从事设备安装， 这是他
进入建安市场的第一站。此时的他，几乎身
无分文，但凭着诚信和敬业，熟悉他的老板
们借给他一些经费，他开始了领队作业。最
初没地方住， 他们就把当地一个生产队废
弃的养猪场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和寝具。白
天他和工人一样安装施工， 晚上要等工人
们睡了他才上床。
不经历创业的苦，哪能品尝收获的甜？
用信誉和品质作为背书， 朱泉军在苏州承
接的安装工程项目不断增多， 但他并不满
足于现状， 内心依旧涌动着走得更远、 做
得更大的激情。 随即， 他带领一班人马杀
入济南。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 他凭着
不怕吃苦、 不怕疲劳、 勇于攻关的精神，
靠腿勤嘴勤和一双慧眼， 在济南大地上寻
找安装项目。 当济南多个项目连续告捷之
时，朱泉军又把眼光投向了成都，奔向大西
南寻找发展空间。2012年再出发，公司进军
西安开疆拓土。
走出去， 前面是个天。 一直在路上的
朱泉军， 连续下出一招招极具战略眼光的
好棋。 他带领着扬子安装一次又一次从主
场优势中勇敢跳脱出来， 突破自我， 不断
归零重新出发。 公司参建的苏州中银国际
金融大厦 （中银大厦） 工程荣获鲁班奖，
除此之外， 还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4项，
詹天佑奖1项，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中
国安装之星） 2项。

科技引航：

变传统苦力为技术工种
现代化的建筑安装，不再是单一、辛苦
的体力型产业， 而是植入了智能互补的高
科技元素，必须有现代科技作为引航。南通
“扬子安装”旗下分公司及施工点几乎遍布
全国，其发展扩张速度可谓一流，支撑扩张
的智力源泉离不开优质人才的补充。
朱泉军重视人才培养， 把提高从业人
员素质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工作来
抓。从2008年开始，他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签约，开设了定向培养的
“
扬子班”，培养出
来的专业人才经公司面试， 选择品学兼优
的大学生来公司上班， 发挥他们的专业特
长。定向培养，使得这些学生毕业前就吃了

朱
泉
军
“定心丸”，就业单位有了着落；同时，所学专
业与公司安装施工专业完全匹配， 扩充企业
技术后备力量，推进企业快速发展。
随着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成果
不断应用于安装领域的发展趋势， 朱泉军认
为现在承建的工程项目日趋复杂， 先进的高
科技成分越来越多， 市场对项目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 对工期和造价的控制越来越
严格， 施工单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必须要顺应行业发展潮流， 以科技创新为
先导， 转变企业管理者思维模式与施工生
产方式。 为此， 公司不惜代价花费近100多
万元引进了BIM技术。 2015年公司与上海鲁
班软件有限公司签约， 请他们来公司进行技
术指导、 软件培训、 软件升级等服务， 尤其
是对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至目前为
止已办软件培训班4期， 参培达80多人次。
通过培训， 使参培人员熟悉掌握了有关BIM
技能和软件的应用， 扩大了知识面， 提高了
工作效率。

赤子情深：

故土难离时刻牵挂桑梓
对于朱泉军来说，最亲切的是乡音，最难
舍的是乡情。无论走多远，家乡是他永恒的精
神家园和心灵港湾。 他始终没有忘记养育他
的家乡， 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 饮水思
源，朱泉军时刻把家乡牵挂于心中。
当他得知家乡赵甸镇至金观堂村没有水
泥路，且桥梁年久失修，周边村民出行很不方
便，就主动找到镇、村干部，提出个人出资修
桥造路的想法。而此时，镇村干部们正在为此
事发愁，朱泉军的行为真是雪中送炭，当天他
就将出资的30万费用交给了镇里。没过多久，
一条崭新宽广的水泥路形成了， 年久失修的
桥也焕然一新。随着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南通
“扬子安装”员工的薪水逐年提高，从未出现
打白条拖欠工资现象。
如果说造福桑梓是朱泉军一种爱的表达
方式，那么，对社会的奉献，则是另一种大爱
的升华。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当夜银行停止了营业，朱泉军将身边仅有
的一万元现金捐给了灾区小学。 第二天他又
组织公司全体员工进行了捐款， 共捐善款22
万元。玉树地震后，他在成都组织南通商会会
员第一时间捐出200套床上用品，以解决玉树
中小学生的御寒之急。 2013年4月20日，四川
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后，朱泉军又是第一
时间以公司的名义向灾区捐赠415套价值10
多万元的棉被以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随
后他又号召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向灾区捐款，
奉献爱心。
本报记者朱晖斌 朱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