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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届
快递员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谭俊清） 为切实提升全市邮政
寄递从业人员职业操作技能和业务素质，进一步推
动全市邮政寄递行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日前，我
市举行首届快递员职业技能大赛。
比赛中，邮政、申通、中通、顺丰、圆通、韵
达、极兔等 8 家品牌快递企业代表队分组上阵，展
开激烈角逐。有条不紊地进行禁寄物品识别、易碎
品防震包装、快件揽收等多个项目的比拼。赛场
上，选手们各展身手，凭借专业知识及从业经验，
赢得了场外观众阵阵掌声。
据悉，此次活动是我市举办的首次快递员职业
技能大赛，由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和邮政管理
局联合主办，邮政如皋分公司承办，旨在促进快递
从业人员适应快递行业新形势，推动快递行业树立
“学技术、练技能、当能手、做贡献”的新风尚，助
力我市快递业健康发展。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次竞赛获得一等奖
的优秀个人和团体，将优先按程序推荐申报如皋市
“五一劳动奖章”和“五一先锋号”等荣誉称号评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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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街道里庄村推进“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
，取得了显著成效——

瞧，这里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站在城北街道里庄村公共服务中心的
二楼往南看，一汪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
池边上三三两两的人正悠闲地钓鱼，与不
远处的稻田、民居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
农村画卷。这是城北街道里庄村近年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遗
余力“以治水为重点、全面开展环境整
治”的成果缩影。

河道共管 管护人人有责
里庄村共有 4 条四级河道，总长度
4900 米，借助农村人居环境 3 年行动的东
风，该村对所有河道及家沟家塘进行了整
治疏浚，基本实现了“水清、岸绿、景
美”的总体要求。但由于村民主人翁意识
不强、一些陈规陋习还在，总是出现反
弹现象。“必须要改变‘前脚整后脚扔、干
部干群众看’的不良现状，要让大家形成
‘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的自觉。”里庄村
党总支书记高兴勇决定在村民“自治、共
管”上做文章。

宣传在前，村里通过举行党总支扩大
会议、村民小组会，悬挂宣传横幅、推送
短信通知等形式广泛宣传人居环境常态长
效管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发动广大村民人
人参与。在此影响下，该村 17 组的网格员
杭仁海、25 组的老党员杨德来积极参与其
中，他们不光自己带头把家前屋后拾掇得
干净整洁，还经常为附近的河道做义务清
理，对于邻居们一些乱抛乱扔的行为，他
们也能站出来纠错指正，在他们的带动
下，村民参与河道管护的意识日益增强。
“经村两委提议并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决定，对环境管护实行包干制，每户村民
要做到‘三包干’，即自己庭院、门前道
路、河坡水面等都包干到户。”高兴勇介
绍，对所有河道的日常管护，全体村民均
可行使监督权，如遇不良行为有权劝阻，
必要时也可联系分组干部处理。

动起来？里庄村积极开展最佳和最差人居
环境评选活动，以评比促管护。
“农村是熟人
社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里都有
杆秤，环境好差一目了然。评比的过程其实
也是宣传的过程、促进的过程，有利于带动
大家把环境管护得更好。
”
高兴勇介绍。
评比每季度开展一次，全村评选出最
佳环境 75 户、最差环境 75 户，评比的内容
包含是否有乱堆乱放、乱搭乱建、乱抛乱
扔等“六乱行为”。评委由党员、网格员、
村民代表、保洁员等构成，他们在现场面
对面指出各家各户的环境问题并提出整改
意见。“评比结果在村里和小组内进行公
示，对先进农户发放奖牌，对落后农户组
织前往好的农户家中学习。”高兴勇说，如
若经督促提醒仍屡教不改的农户，村里会
通过广播会、小组会等形式点名批评，并
按相关村规民约予以一定处罚。

成效共评 美丑人人有秤

成果共享 渔获人人有份

责任包干到户了，如何让每家每户都行

河道也是资源，谁管护谁收益。坡绿

了，水清了，鱼儿也灵动起来了。里庄村
出资在所有四级河道中均投放了鱼苗，每
年中秋节或是春节前“起鱼”，所有渔获均
由沿河村民自行分配，村集体不作任何截
留。当然，平时不积极参与配合管护的、
有“六乱”现象的村民就有可能没鱼分、
或是少分鱼了。“起鱼的时候可热闹了，去
年我家分到了十多斤鱼呢！里河内的鱼吃
起来口感就是好！”家住红旗河边的村民罗
明越话语中透着高兴。
“生活在里庄村，每个人都是主人，都
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建设者。”高兴勇
说，他们会进一步开展“自己的河道自己
管护”工作，让一幅“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画卷在里庄村渐次展
开，让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通 讯 员周锦旭
融媒体记者吴环宇

融媒先锋基层行

我市组织退役军人
参观磨头镇金旺家庭农场
本报讯 （通讯员陈佳琰） 日前，我市组织 2021
年退役军人到磨头镇丁冒村金旺家庭农场参观。
活动中，金旺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与大家分享
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介绍了农场创办十余年来
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走高端特色农业的路子，大
力培育高品质、高营养、高附加值的农作物品
种，以新特品种赢得市场的创业故事。他还表
示，只要不忘军人的风骨，奋发有为、敢想敢
拼，积极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舞台，每个人都
是时代闪亮的主角。
金旺家庭农场是一家集绿色蔬菜生产、加工、
配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性农场。农场建有 500
亩循环农业产业园(其中设施种植面积 200 多亩)，通
过标准化生产技术引领与产销对接，联合当地种植
大户发展优质果蔬生产 800 多亩，产品主要销往盒
马鲜生、左庭右院、叮咚买菜等中高端平台以及苏
南地区的市场,带动农民 250 多人实现就业。
退役军人们观摩了农场的各个种植区域，详细
了解了农场规模、种植、运营、配送及销售模式。
期间，农场先进的经营理念、现代化的产业链和良
好的文化氛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场秋雨一场
凉，满城尽是桂花
香 。” 伴 随 着 瑟 瑟 秋
风，我市的桂花悄然开
放，小小的黄色花儿簇
拥在一起，羞涩地躲在
浓绿的叶子中间，如点
点繁星，布满枝头，引
得游人拍照留念。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市气象局开展
防灾减灾科普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展） 日前，市气象局科普志
愿者走进如城街道花园社区，围绕“构建灾害风险
适应性和抗灾力”主题开展科普走访宣传，动员社
会大众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不断增强自
身抗灾能力。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
讲解、观看科普知识展板等方式，向辖区居民普
及推广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的技能，以及各类气
象灾害、事故灾难常识和防范技能，受到了广大
居民的一致好评。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
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有效提高了居民应对灾难
的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
好社会氛围。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如皋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
学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
本报讯 （通讯员潘茜） 近日，如皋第一中等专
业学校 （技工学校） 大明校区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
新 《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夯实教职员工的安全生产
意识。
学习中，该校将原 《安全生产法》 和新 《安全
生产法》 进行对照，从对照学习中概括梳理不同之
处，让教职工认真领会新 《安全生产法》 的新思
想、新举措、新亮点，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此外，
该校还开展了新 《安全生产法》 知识竞赛，进一步
提升大家对新 《安全生产法》 的理解。
通过本次学习活动，该校教职工的法律素质得
到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营
造了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使安全发展理念、安全
生产意识深入人心，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市城管局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吴晓春 顾星星 融
媒体记者吴青青）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
络环境，连日来，市城管局开展了主题为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精心组织，加强领导。为使本次活动
取得最大实效，市城管局高度重视，专门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从上到下建立起监
督、监管体系，对活动真正做到责任明
确、逐级管理，让所有人员从思想上认识

【上接 A1 版】 良好的市场环境不仅方
便了市民，也吸引了不少商贩，目前，市
场 内 已 有 150 多 个 摊 位 入 驻 ， 但 令 记 者
好奇的是，一些区域的“黄金位置”仍处
于空闲状态。“我们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
过前期沟通，在招租的同时预留了一部分
好的摊位，方便街面上的流动摊贩过来，
共同营造更加美好的市容市貌。
”陈革说。

120 个
用心打造“新样板”
农贸市场的建立并不是终点，后期的

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认识转
变为自觉行为。
强化宣传，筑牢防线。市城管局要求
各科室、各下属单位组织全体人员集中学
习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 保 护 法》 等 网 络 安 全 领 域 重 要 法 律 法
规，同时与市委网信办联合开展 2021 年网
络安全知识线上有奖竞答活动，加强线上
宣传阵地建设。执法大队组织开展网络安
全进社区、进商家宣传普及活动，动员沿

街商铺主动播放宣传标语 600 余条。监督
指挥中心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培训，进一步
加强了中心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和管理工
作。物管中心组织网络安全进小区、向小
区业主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利用动态显示
屏循环播放宣传标语 200 余条。
严格检查，确保安全。市环卫处组织
开展一线员工隐患排查治理活动，推动隐
患治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形成网络安全人
人关心、人人关注的良好氛围。物管中心

开展网络安全自查自纠和风险评估工作，
要求全体人员关闭或删除不必要的应用、
服务、端口和链接，对已废弃网络系统及
时关停或下线。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加强了
系统员工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夯
实了安全基础管理工作，真正达到以活动
查不足、以活动促改进、以活动显成效的
目的，为市城管局网络安全工作持续、平
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管理和维护才是更加漫长的“征途”。为了
让豪天农贸市场的“高颜值”能够保持更
长时间，市场内制定了不少管理措施。“我
们在市场内建立了红黑榜制度，定期对红
榜商贩和黑榜商贩进行公示，通过这种方
式提高整个市场的环境。同时，我们禁止
送货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进入市场，如果
有商贩需要运输商品的话，我们会免费提
供小推车。”
对于这些措施，市场内的商贩们也都
相 当 配 合 。“ 我 们 每 天 早 上 在 门 口 卸 完
货，市场里的保洁人员都会打扫得干干净
净的，平时他们看到地上脏了也会立马过

来清扫。我们都看在眼里，也会互相督
促，共同维护好市场的环境。”摊主吴高
原笑着说，“大家都希望农贸市场能越来
越好，客户来买得开心，我们在这里也卖
得开心。”
眼下，豪天农贸市场已经运营了一个
多月的时间，市场内部环境基本达到标准
化建设要求。“豪天农贸市场是我们的一张
重要名片，后期，我们会继续加强外部停
车秩序管理，联合交警部门，对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区域进行划线，目前初步规划了
120 个机动车停车位，非机动车区域也会
按照农贸市场的实际需求来规划，以达到

便民利民的效果，力争把豪天农贸市场打
造成如皋的样板农贸市场。
”于永建表示。
□融媒体记者张颖
记者感言：
农贸市场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更是
展现城市文明形象与品位的窗口和前
沿阵地，豪天农贸市场的华丽转身只是
我市农贸市场改造工程中的一个缩影，
随着我市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开
展，越来越多的农贸市场正在以崭新的
姿态，
拥抱更加文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