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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坚守精神 书写人生华章
——全国
“时代楷模”
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通举行
“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昨
天上午，在市行政中心报告厅举行
的全国“时代楷模”王继才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上，这句朴素的话让
现场不少听众流下了眼泪。王继才
同志的妻子、
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
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仕花，
连云港市
灌云县委副书记伏开清，连云港市
灌云县人武部政委刘军，连云港市
灌云县电视台记者徐云邦，王继才
同志的儿子、武警南京边检站执勤
一科副科长王志国，结合自己的亲
身见闻，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饱
含深情讲述了王继才同志扎根海
岛、
献身海防的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
“上岛的时候，
我只是想守着老
王一辈子，守着一个完整的家。慢
慢地才明白，守岛不仅守的是我们
的小家，
守的是组织的信任、民兵的
责任；
守的是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安
宁！”在报告会上，王仕花的话让大
家慢慢走近了这位平凡却伟大的守
岛英雄。
开山岛，在当地人眼里就是一
座“水牢”
。1986年7月，
王继才瞒着
新婚妻子王仕花决定领下守卫开山岛
的任务，
王仕花知道后劝不回丈夫，
毅
然辞掉了工作陪丈夫一同前往，
两人
开启了32年艰苦守岛的生活。
在王仕花的讲述中，最感人的
是在岛上生子的故事。1987年7月，
王仕花临产，
但却遇到了强台风无法
下岛。王继才通过电话在镇武装部
长的家属的指导下剪断了脐带，
撕开
身上的背心在开水里煮一下，
简单地
为妻子包扎好。当孩子发出第一声
啼哭时，
老王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当然，
守岛所遇到的危险还远不
止这些，
王继才在海边巡逻时还差点
被海浪卷到大海中……如今，
王继才
走了，王仕花主动向组织申请，继承
他的遗志，
在开山岛继续守下去。
在连云港市灌云县委副书记伏
开清眼中，王继才就是一面鲜艳的
旗帜！岛上风大湿度大，国旗容易
褪色、破损。30 多年来，王继才自
掏腰包买了 190 多面国旗。附近船
老大说，国旗是开山岛最明显的标
志，他们出海归来，远远看到岛上的
五星红旗，就知道到家了。

守岛还会遇到一些金钱的诱
惑。连云港市灌云县委常委、人武
部政委刘军在报告中告诉大家，上
世纪 90 年代，许多不法分子企图把
开 山 岛 当 作 走 私 、偷 渡 的“ 避 风
港”。1999 年，无业游民孙某，想在
岛上开办赌博、色情场所，王继才果
断阻止。孙某看到事情要败露，就
带人把王继才暴打一顿，还放火烧
毁了哨所值班室。32 年来，王继才
在与不法分子的斗争中，练就了一
双“火眼金睛”，先后发现并协助公
安边防部门破获 8 起走私、偷渡案
件，
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
因为工作关系，连云港市灌云
县电视台记者徐云邦跟踪采访报道
王继才夫妇十几年，先后登岛几十
次。在细致的采访中，
徐云邦挖掘出
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感动了他人，
也
感动了自己。徐云邦告诉大家，
父亲
去世没赶上，
老母亲去世没见上，
就连
大女儿结婚，
王继才都没有能参加，
这
些苦一直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
当年王继才亲手接生的儿子王
志国如今已经是南京边检站执勤业
务一科副科长了，回忆起父亲的点
点滴滴，王志国最感谢父亲让自己
成为一名军人，
“父亲用他一生的坚
守，教会了我什么是爱国与奉献，什
么叫使命与担当，这是父亲留给我
最宝贵的财富。请父亲放心，我一
定像您那样，立志守国门，终身站好
岗！”
王志国承诺说。
王继才扎根海岛、献身海防的
先进事迹感动了现场所有听众。市
财政局机关纪委书记葛菁对“你不
守，我不守，谁来守？”这句话印象最
深，她表示，听完这场事迹报告会
后，她十分感动，她表示，今后要在
工作中以王继才为标杆，树立“你不
做，我不做，谁来做？”的意识，激发
工作热情，为建设南通作出自己的
贡献。市消防支队政治处组教科科
长陈鑫懿表示，王继才为了海防事
业耐得住寂寞和痛苦的精神值得大
家学习，作为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一
员，他希望将王继才的精神转化为
内在动力和岗位职责，为保卫国家
和人民的安全作出最大的努力。
本报记者龚丹

市委书记陆志鹏会见
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一行
晚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
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学习宣传，
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和连云港市委联合组建了王继才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省巡
回报告。昨天上午，
全国
“时代楷
模”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市行政中心报告厅举行。报告
会前，市委书记陆志鹏会见了报
告团一行。
陆志鹏首先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报告团一行到来表示热烈

的 欢 迎 和 衷 心 的 感 谢 。 他 说 ，当
前，南通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赋
予的争当“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新
使命，狠抓产业、城市、交通转型升
级，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稳中
有进。王继才同志是广大基层党
员干部和基干民兵的优秀代表，是
弘扬爱国奉献精神的时代楷模。
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推动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需要用时代楷模的
先进事迹来进一步激发南通广大

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激情，
为发展作更多贡献。此次报告会
是省委举行追授王继才同志“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颁授仪式后的
第一站，相信王继才同志的英雄事
迹、楷模精神一定能在江海大地、
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反
响和深层次的共鸣，激励全市干部
群 众 为 争 当“ 一 个 龙 头 、三 个 先
锋”而努力奋斗。
报告会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刘浩主持。市委常委、秘书长沈雷
参加会见。 记者汤晓峰 卢兆欣

全市首个家庭党支部、党校落户港闸
晚报讯 10 日，全市首个家
庭党支部落户港闸区天生港街道
爱国村蒋继堂小院课堂，小院的
主人蒋继堂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当天，我市首个家庭党校也同时
在这里揭牌。以家庭的名以成立
党支部和党校，
这在全市、全省乃
至全国均不多见。

蒋继堂小院课堂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以蒋继堂家庭成员为主的
10 名党员（其中，3 名为蒋家人、6
名为紧密型邻居、1 名为村干部）为
小院课堂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小院课堂在打通基
层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的同时，
也得到了省市区等各级领导的认

可。为了进一步规范党员的教育和
管理，充分发挥蒋继堂小院课堂引
领党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党员为农
村建设和群众服务的能力，蒋继堂
家庭支部委员会营运而生，隶属中
共天生港镇街道爱国村总支部委员
会。
记者冯启榕

南通港今年前三季度生产业绩持续攀升
晚报讯 据南通市交通运输
（港口管理局）统计，今年前 9 个
月，南通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19075.9 万吨，同比增长 9.7%；累
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88.69 万标
箱，
同口径相比增长 21.8%。
今年以来，南通港克服港口
资源整合和码头搬迁带来的不利
影响，以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为
动力推动港口生产持续攀升。在

矿建材料、煤炭、水泥
“三驾马车”
的
带动下，港口货物吞吐量于 9 月份
一 举 突 破 2600 万 吨 大 关 ，创 下
2603.3 万吨的历史新高。在集装
箱运输方面，南通港口集团集装箱
分公司和通海港口公司业务平稳过
渡，1-9 月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7.18 万标箱，
同比增长 3%。
从主要货种来看，全港 1-9 月
完成煤炭吞吐量 4464.7 万吨，同比

增长 10.1%；完成矿建材料吞吐量
4101.5 万吨，同比增长 71.5%；完成
金属矿石吞吐量 3904.8 万吨，同比
下降 12.1%；完成水泥及熟料吞吐
量 1234.9 万吨，同比增长 35.4%；完
成石油及制品吞吐量 1488.7 万吨，
同比增长 19.3%。
据预测，2018 年全港货物吞吐
量有望突破 2.5 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将
再次突破100万标箱。记者朱蓓宁

市质监局发布 7-8 月全市电梯应急救援运行情况通报——

96333 覆盖全市电梯的速度远超电梯增长速度
若是遭遇被困电梯，
不必焦虑，
可直接拨打南通电 解，
各县（市、
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基本完成对电 保工作，
通过信息化手段强化对电梯维保人员的 困人故障的应急处置；其他电梯咨询、投诉等问
梯应急救援平台热线电话963333，
维保人员30分钟内 梯二维码的张贴工作。建议各地在拾遗补缺的 监管，
提升电梯维保质量。
题，
请尽量与辖区市场监管局联系。
就会赶赴现场。被困期间，
您只需耐心等待、
配合救援。 基础上，
要督促电梯维保单位尽快开展扫码维
特别提醒：96333 因资源有限，仅负责电梯
本报记者 李彤
那么，有市民会担心，每天上下班搭乘的电
表：7-8 两个月未响应 96333 指挥的签约维保单位和实施网格救援的维保单位
梯真的刚好在 96333 的覆盖范围内吗？其实，
发生困人
很简单，大家只需留心一下，所乘电梯轿厢内有
日期
困人电梯所在地址
未响应指挥的签约维保单位
实施网格救援的维保单位
故障电梯编码
无张贴 96333 的乘梯警示牌，如果没有，欢迎及
如皋市城北街道万寿北路如意东组团安置小区 102 号
时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2018-7-7
203163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南通万部机电有限公司
楼 1 单元梯
而据市质监局最新出炉的7-8月份南通市电
梯应急救援运行通报中的数据来看，截至今年 8
2018-7-9
如皋市中山路文峰城市广场观光梯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月31日，
我市各类在用电梯共计51720台（含自动
扶梯、人行道），
目前中心在全市已覆盖的电梯数
2018-7-11
崇川区临江家园 19#楼 2 单元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量为 47550 台（不含自动扶梯、人行道），
较之 7 月
2018-7-14 004423
崇川区世纪大道 6 号南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档案楼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份的数据，同样的两组数据分别为 50241 台和
41802 台，如此不难发现，96333 覆盖全市电梯的
2018-7-18 201518
如皋市城市花园 15#楼 2 单元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脱保） 江苏金如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速度远超全市各类在用电梯的增长速度。
据了解，
7-8两个月内共有 11条信息均是因
2018-8-6
开发区通盛大道 188 号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 B 楼
南通富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轿厢内未张贴 96333 乘梯警示牌或已张贴 96333
乘梯警示牌而维保单位未及时变更信息，
导致启
2018-8-8
通州区金泰花园 D 区 2 号楼中单元
南通四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用网格救援单位进行救援。市质监局提醒，
各地
日立电梯
（中国）
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市场监管局要督促电梯维保单位对尚未张贴
2018-8-14 014864
开发区振兴路 302 号优山美地名邸 30#楼东单元南梯
南通富达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脱保）
“96333 乘梯警示牌”
的乘客垂直电梯务必查漏补
2018-8-20 300288
如东县友谊西路（国税局西）名都公寓
南通现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脱保） 南通安顺特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缺，
同时对表格中未响应 96333 指挥实施困人救
援的签约维保单位进行立案查处。此外，
根据工
2018-8-28 502892
海门市南京路汇智园 20 号楼东单元东
南通长信电梯有限公司（脱保）
南通鼎峰电梯有限公司
作安排，
我市正在全面推进电梯二维码工作；
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