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市行政审批局获
悉，创办仅一年多的市行政审批局“e启
办”服务品牌，已成功地为全市140多个
重大工业产业项目及政府投资项目、民
生实事工程项目提供优质全流程代办
帮办服务，且审批时效缩短50%以上，
从而在政务服务领域，为政府与企业间
架起了一座便捷“连心桥”。

2020年以来，主体承担“e启办”服

务功能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代办
中心，除了代办帮办上述140多个重大
项目，还累计为全市90多个招商项目提
供预审服务；为中小企业和群众提供开
办、注销、税务登记、社保、医保、结婚
证、不动产登记等各类代办帮办服务
30000余次。“e启办”叫响了品牌，广受
称道。

为进一步延伸服务，做强做大“e启

办”品牌，市行政审批局不断强化与完
善市、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代办体系，在
成功创建三级代办团队的基础上，本月
又与6家权力下放镇（区）签订代办合作
协议，谋求通过紧密合作、定期培训、高
效协同等工作机制，共同做好“e启办”
代办服务品牌的推广与放大增值，为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通讯员 龚凯 郭森）

近日，位于惠萍镇果园村的殷家伯桃园内，果农趁着晴好天气进行桃树人工授粉，以
提高结桃率。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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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盟多党员寻访红色足迹
本报讯 4月3日上午，利盟多石化工程

有限公司20多名党员来到合作镇，开展寻访
红色足迹活动。

大家先后参观了陆铁强史料陈列室、朱
永继党史教育工作室等地，聆听了陆铁强烈
士的生平事迹以及朱永继的党史教育专题
课。 （陆建兴）

城市一品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连日来，城市一品社区积极做

好辖区疫苗接种宣传动员工作，确保辖区宣
传全覆盖。

社区将工作细化，责任到人，通过微信
公众号、网格微信群推送、入户排摸登记等
多种方式，积极转发推送疫苗接种相关政策
信息，向居民群众广泛宣传接种新冠疫苗注
意事项，提高疫苗接种的知晓率和关注率
等，确保疫苗接种“应接尽接”。 （蔡丹）

紫薇花苑党员学党史强信念
本报讯 近日，紫薇花苑社区党总支把

党史学习教育搬到王鲍烈士纪念馆和启东
县首届人民政府旧址纪念馆，让党员更好地
学史悟思想、知兴替、明信念。

学习王澄、鲍志椿两位烈士的生平事
迹，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后，党员们纷纷表
示要主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社区
建设多作贡献。 （林宛君）

长龙二村宣传防诈骗知识
本报讯 近日，长龙二村社区积极开展

防诈骗宣传活动，提醒广大居民保护财产资
金安全，避免上当受骗。

工作人员以网络诈骗案为例，揭露各种
诈骗犯罪手段，以及如何识别、应对、防止上
当受骗等方法，提醒大家“不轻信、不汇款”，
提高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构筑防范电信诈
骗的思想防线。 （张蓓）

汇龙镇南郊村由原来的惠丰乡（镇）徐
丁、育德、庙角三个村合并而成。其中的徐
丁村以徐三郎、丁仁芝两位烈士的姓氏命
名的。

徐三郎，中共党员，1915年（一说1916
年）生，原籍上海宝山，从小未上过学，无学
名，因兄妹中排行第三，故名徐三郎。世代
务农，家境贫困，但三郎生得身材高大、腰
粗膀宽，有一把好力气。1940年11月，新四
军东进到达启东后，徐三郎加入我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崇启海常备旅。他骁勇善战、敢

打敢冲，有一手好枪法，先后任战士、
班长、排长、连长。每次作战，他都扛着
机枪，带头冲在前面，屡立战功，前后
负过13次伤，所以战友们给他起了个
雅号“拼命三郎”。徐三郎指挥有方，机
智勇敢，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远

近敌人听到徐三郎的名字就胆战心惊。
1948年7月，为了拔除汇龙镇至泰安港

沿线的敌据点，徐三郎所在的五连全体出击，
徐三郎亲自指挥攻击三星镇敌人据点的战
斗。正当战斗打得激烈之际，我们的一位机枪
手突然中弹负伤。在这紧要关头，徐三郎奋不
顾身，一跃跳上屋檐接过战友的机枪向敌人
猛烈扫射，不幸身中4弹，壮烈牺牲。

丁仁芝，生于1921年（一说1926年），
原住龚仓角西侧南星村，兄妹六人，排行老
三。他家祖代贫穷，帮地主、富农打工糊口。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担任
队长，白天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晚上上
民校、学文化、受教育，样样工作积极肯干，
又有组织能力，当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下半年，内战开始，国民党军队
推进启东，地主扒田倒租，反攻倒算，疯狂报
复，启东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丁仁芝带领
一批基干民兵，组织乡武装小队，活跃在头兴
港河西侧。当时汇龙镇至泰安港码头有一条
小公路，沿途有泰安镇、窑湾、龚仓角、头兴
镇、汇龙镇5个据点，驻守着国民党交通警察
部队，依靠当地地主、坏分子、“透气鬼”编保
设甲、登记造册，发放良民证，捕捉民兵家属，
拉夫筑据点，干尽坏事。丁仁芝家里房屋等财
产被顽军①抢光，弟弟被顽军杀害，但他仍坚
持斗争。丁仁芝带领乡小分队，深夜趟河向
西，躲在可靠农民家里，继续斗争。

1949年，长江以北全境解放。毛主席发
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丁仁芝时任头兴乡副乡长，
天天挨村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妇女同志织
布做军鞋，青壮年参军扛担架，支援大军渡
江，巩固胜利果实。

1949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副乡
长丁仁芝在三星镇河西一个大宅子上（惠
丰乡小滧大队）召开群众大会。这时，一批
地主武装（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时，安插在地
方上的特务组织），有的拿木棍，有的拿钉
耙，有的拿反装铁拉（农具），蜂拥冲进会
场，将丁仁芝活活打死，时年28岁。那天，同
时牺牲的还有邻村的民兵队长丁允周、翻
身委员陈志信。

1949年建国以后，设乡建村，家乡人民
为了纪念徐三郎、丁仁芝两位烈士，将原来

的民主、光荣、南星3个村更名为徐丁村（一
度叫过徐丁乡）。1958年9月，启东普及小
学教育，村里办了一所小学，命名为徐丁小
学。2001年3月，徐丁村并入育德村。2001
年9月，惠丰撤乡建镇。2008年9月，惠丰镇
并入汇龙镇。2010年8月，育德村与庙角村
合并，设立南郊村。

现在的南郊村地处汇龙镇城郊结合
部，北靠城河村，南邻双庆村，东至庙港河，
西至头兴港河。该村先后获得江苏省卫生
村、江苏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启
东市文明村等多项荣誉。

①顽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仍
然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的中华
民国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军。

（陈洪兴 黄建荣整理）
（连载十三）

拼命三郎与英雄乡长
——汇龙镇徐丁村村名的由来

全市档案业务工作培训
会召开

提升能力素质
规范档案管理
本报讯 4月7日下午，市档案局、档案馆联

合组织档案业务专题培训。各区镇、街道、市级
机关及有关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人员140
多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深入解读了《国家机关档案局8号令》，
对文书档案、会计档案、数码照片档案的整理方
法等内容作了详细讲解，并就如何做好档案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培训旨在让档案管理人员
准确把握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新理念、新要求、新
路径，为进一步规范档案工作、推动档案工作高
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通讯员 郁健飞）

通讯员 陈卫华 朱金华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基
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写照。千头万绪的治理
工作，仅靠镇、村、网格基层工作人员远远
不够。如何调动广大村（居）民积极性，参
与到“大家”的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美
好的“小家”生活？

南阳镇构建“政治引领、自治强基、法
治保障、德治教化、智治支撑”的全域“五
治”格局，巧妙地串起基层社会治理的“千
条线”，探索出新时代社会治理新路径，朝
着实现“安全、有序、和谐、文明”的治理目
标大步迈进，不断提升全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多元协治”激活社会参与“细胞”
4月8日，记者走进南阳镇镇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液晶显示大屏让人对全
镇29个村居“雪亮工程”的功能应用一目
了然，全镇137个网格的房屋、农路、桥梁、
河道一览无余。

“接群众12345热线建议，武陵村武
陵中心路北侧200米有多处房屋外墙破
旧，请加以整改。”镇指挥中心接到市级平
台指令。镇指挥中心迅速连线武陵村第一
网格网格员王靖蓉。“收到。”王靖蓉迅速
前往现场查看。

镇指挥中心接到情况反馈后，确认两
村都有管辖义务，即采取多村联动模式，
召集武陵村、汇城角村村干部集体磋商，

决定由2个村共同出资进行整改。
“接到镇指挥中心的指令后，通过我

的协调督办，一个个民生问题得到了解
决，真的很开心。”王靖蓉说，网格员是镇
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毛细血管，很细
小但不可或缺。她们以南阳镇应急管理微
信群为纽带，与镇域相关应急职能部门保
持联动，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各类应急舆
情。遇到“疑难杂症”时，只要及时上报，指
挥中心必定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联动
处置。

据统计，自镇指挥中心运行以来，南
阳镇137个网格采集上报动态信息22605
件，其中自办自结13703件，流转至指挥
中心8902件，办结率100%，主要涉及环
境整治、拆违控违、矛盾调解、综合执法等
方面，日均处置应急事务70多件。

南阳镇党委书记黄坤介绍，借助“镇
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智慧平台建设，
进一步延伸了社会治理的范围，让平台真
正成为镇党委政府的助手，群众的眼睛，
晒出全镇乡村社会治理的成效。

“紧盯末梢”讲求精准化实效
今年来，南阳镇探索实行“镇域治理”

人人参与模式，将“雪亮工程”融入网格，
人人都是网格志愿者，紧盯网格监控。实
行镇、村两级平安志愿巡逻“大防控”工作
机制，各村均建立了20多人的兼职巡逻队
伍，组织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治安志
愿者等“红袖标”义务巡逻队，作为治安防

控工作的有力补充，确保一旦“雪亮工程”
报警，群防群治队伍在处置突发性事件中

“守好点”“控好线”。
2020年7月17日凌晨5点半，多名网

格员反映，在乐庭村六组黄某宅，一伙操外
地口音的人以“家电下乡”为名，采取抽奖、
返利、赠礼等方式，聚集上百名老年群众推
销破壁机、净水器等质次价高的小家电。市
管局南阳分局、南阳派出所获悉后迅速派
员赶赴现场，驱散集会群众，对相关无证无
照产品进行了查扣。

2020年8月28日傍晚，狂风裹挟大雨
而至。18点左右10千伏聚东线跳闸，南
阳镇聚阳片地段多村无电，多名网格员
同时在应急管理微信群里发出求援信
息。镇供电所5名抢修人员在狂风暴雨中
艰难地巡线40多分钟，终于查找到了故
障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成功地
将“惹祸”的枫杨树移除，恢复了该条
线路的正常供电。

南阳镇还建立了闭环式处置机制，网
格员及时采集各类事件信息，通过“全要素
网格通”手机上报至镇指挥中心，指挥中心
后台受理后甄别分类，派单至责任部门，责
任部门处置反馈，纪委对处置情况跟踪督
办。通过闭环处置，使各类社会热点难点问
题得到了动态实时掌控。

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俞华表
示，依托“镇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建
设，在全镇范围内实行全方位、全天候、全

时段的监管控制，提升了对重大危险源、
事故的预警和先期处置能力，以及环境保
护和交通治安等工作能力和水平，让每一
个南阳人都能从中分享红利，得到实惠。

“创新举措”筑牢法治根基
作为江苏省文明乡镇的南阳镇，坚持

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道路，
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共建共治，方能共享社会治理的成
果。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实践，南阳镇社会
治理体系已步入正轨，全镇137个网格的
340名专兼职网格员积极工作，在综合环
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安全隐患排查等
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对此，南阳镇搭建了多样化、多层次
的参与平台与载体，让群众积极参与共
治。比如今年1月制定的《南阳镇村级权力
事项清单》，将基层日常工作事务程序进
行全面梳理汇总整合，通过流程图这一直
观、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各基层党组织和村
委会“按图索骥”。同时还利用“钉钉”“微
信”等功能，搭建全员信息群，及时收集村
（居）民的意见、建议及管理中存在的各种
问题，营造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接下来，南阳镇将在全域“五治”的探
索实践中，全力推进基层共治，健全村
（居）自治机制，依法组织修订村规民约，
不断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形成社
会治理人人参与、治理成果人人共享的和
谐局面。

南阳镇构建全域“五治”格局，积极探索镇域治理现代化“南阳实践”——

穿好基层社会治理“千条线”

寅阳镇举办
智能手机培训班

开启农村老年人“智能”
生活

本报讯 日前，寅阳镇第一期智能手机培训
班在镇社区教育中心开班，培训班以农村老年
居民为对象，主要进行智能手机的实用培训，首
批29名老年学员接受了培训辅导。

培训班课程贴合实际，通过PPT和手把手
的教学方式，内容既有如何下载和使用微信等
社交软件，也有如何拍摄照片、拍视频，观看新
闻、收听广播等常规操作，更有手机防诈防骗内
容，实用培训让老年学员学有所用、学有所乐，
享受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更加自信地面对生
活，受到了老年学员的一致称赞。

“让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通过手机
上网，了解外面的世界，丰富日常生活，让他
们晚年生活更加方便、有趣。”寅阳镇社区教
育负责人张裕辉介绍，今年将充分利用社区教
育平台，办好办活智能手机培训班，采取集中
授课、上门送学等方式开启农村老年人的“智
能”生活。

（季则）

市残联开展假肢和矫形
鞋集中取型活动

送上“私人订制”
实现“独立行走”

本报讯 4月6日，市残联邀请南通残疾人
用品用具供应站，开展2021年假肢和矫形鞋集
中取型活动，免费提供假肢适配取型服务和针
对0~14岁肢体残疾儿童的矫形鞋筛查打样服
务。

近年来，市残联致力于为肢体残疾人弥补
缺陷、增加代偿功能、减轻或抵消身体障碍，通
过“量体裁衣”式取样服务，为残疾人提供一副

“私人订制”的假肢，让他们穿上一双合脚适用
的矫形鞋，帮助他们圆“独立行走”的梦想。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供应站的工作人员热
情地为前来咨询的残疾人答疑解惑。在为符合
装配条件的残疾人测量、打模、取样、记录的过
程中，医生仔细询问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过往
病史，耐心地告知各种注意事项。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为50多名肢残人士进
行了假肢适配取型和矫形鞋筛查打样服务，让
他们看到了实现“独立行走”的希望。

（通讯员 茅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