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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部成功冲甲，连续 4 年被中国足协
梦 百 合 家 居 成 立 于 2003 年 ，
评 为 “ 最 佳 人 气 赛 区 ”。 何 益 军 指 “MLILY 梦百合”是该公司旗下知名
出，体育是竞技的平台，也是交流的
品牌。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梦百合已
桥梁，更是友谊的纽带。两位参赛选
在中国、美国、塞尔维亚、西班牙、
手历经鏖战，挺进决赛，必将为大家
泰国建立了横跨东西方的五大研发中
带来水平高超、精彩绝伦的围棋“饕
心和生产基地，产品畅销美、日、英
餮盛宴”，必将推动我市围棋运动乃
等全球 73 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拥
至文体事业更上新台阶，必将成为扩
有 近 5000 个 销 售 终 端 。 近 几 年
大开放、增进友谊、促进交流的重要 “MLILY 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平台，进一步提升我市的对外影响力
的成功举办，也为其品牌推广和市场
和美誉度。
开拓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融媒体记者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汤乾玮摄
摄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体育强
市”战略，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浪潮，
如皋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全民健身
活动蔚然成风，体育文化事业蒸蒸日
上，连续多年举办的“梦百合杯”比赛
也已成为我市一张闪亮的体育名片，
如皋人民在享受围棋盛宴的同时，也
将自身热情、好客、文明、真诚的良好
形象传递出去，
“ 世界长寿之乡、花木
盆景之都、历史文化名城”——如皋也
进一步被国际社会所熟知。

市委政法委员会一季度全体委员会议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通
讯员苏秀银） 为提升政法工作整体水
平，昨日，市委政法委员会一季度全
体委员会议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程瑞琴，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陈晓彬参加会议。
会上，市委政法委、市政法各单
位、市信访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一季
度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陈晓彬通报了

一 季 度 《2021 年 如 皋 政 法 工 作 要
司法联动合力仍需加强等问题。就做
点》（含十项“实事惠民”工程） 推
好下一步工作，她强调，要紧盯考
进落实情况，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核，高质统筹、高标推进、高效落实
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平安建设工作情
各项工作，以更细的举措狠抓落实；
况和全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形势。
要协调联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
程瑞琴表示，一季度，各单位围
对领导，牢固树立政法、信访工作
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的成绩值得 “一盘棋”理念，强化整体意识、全局
肯定，但仍然存在教育整顿推进仍有
意识，以更高的站位推动工作；要精准
偏差、防诈反诈形势依然严峻、执法
施策，坚持系统化思维、全局性站位，

围绕大局想问题、作决策、抓落实，以
更强的担当护航发展；要提质增效，提
升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满意度，以
更实的作风争先创优；要落实好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以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为契机，着力整顿队伍建设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正风肃纪反腐、
健全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压实管理监
督责任，
努力锻造新时代过硬队伍。

我市举办“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周欣）为团
结带领全市共青团组织着力感悟党中
央对广大青年的关心和关怀，集中展
示当代如皋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昨日，我市举办“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共青团南通
市委副书记朱元星，我市领导朱莹滢、
陈万圣、张亚鸾、严世斌出席活动。
活动中，全体人员一同观看了青
年代表们精心准备的节目。他们以舞
台剧、诗朗诵、分享党史学习教育心得
等方式，表达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和决心。随后，我市领导为受

表彰的优秀团组织和先进个人颁奖。
朱元星在现场举行的入团仪式
上，为新团员佩戴团徽并发表讲话。
他希望，各级团组织要高举旗帜，勇担
使命，继续谱写共青团工作新篇章；各
级团干部要锤炼品德、实学实干，不断
开拓青年工作新局面；广大团员青年
要坚毅笃定、奋勇拼搏，在青春建功中
绽放人生华光。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莹滢表
示，每位青年都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
共同前进的时代新人，既面临着难得
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承担着“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她
指出，广大青年要志存高远，做信念坚
定、理想远大的时代新人；要修身明
德，做品德高尚、作风过硬的时代新
人；要博学笃行，做学思践悟、本领高

强的时代新人。她希望，广大青年勇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在奋力书写高质量建设长江以
北最强县市的历史篇章中绽放绚丽夺
目的青春光华。

市级机关党史学习教育百场宣讲启动仪式
暨
“百年华诞 群心向党”朗诵比赛举办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丛 昕 融 媒 体
记者张颖） 昨日，我市举办市级机
关党史学习教育百场宣讲启动仪式
暨“百年华诞 群心向党”朗诵比
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莹滢
参加活动。
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百年华
诞 群心向党”主题，通过诵读红色
经典篇目，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缅怀

先贤先烈风范，抒发了对党的忠诚热
爱，对祖国的赤子深情，让现场观众
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洗
礼，精神得到了升华。
朱莹滢指出，本次朗诵比赛呈现
出活动主题突出、选手表现优异、教
育效果良好的特点，既是一场别开生
面的读书活动，也是一场形式新颖的
党史宣讲活动。她强调，市级机关工

委要充分发挥市级机关党建活动善于
创新、形式多样的传统优势，把系列
庆祝活动办出品位、办出特色。市级
机关各部门党组织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要做到学以明理，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政治
理论学习放在学习型机关建设的突
出位置。各单位成员要贯彻学以养
心，升华精神境界，坚持学以致

用，燃烧奋斗激情，把学习党史与
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动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机关党的建
设质量，为高质量建设长江以北最
强县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次活动还对市级机关庆祝建
党 100 周年“八个一”系列活动进
行了集中部署，并为市级机关书香
家庭颁奖。

市领导与社会化招商新聘人员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乔青 通讯
员邵亚丽 朱登峰） 28 日，第四届
“MLILY 梦百合 0 压床垫杯”世界围
棋公开赛决赛在我市开幕。中国围棋
协会主席林建超、中国围棋协会副主
席华学明等棋坛名宿及我市领导何益
军、王鸣昊、高峰、张亚鸾、刘晓洁
出席活动。
“MLILY 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
赛”是由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围棋协会共同创办的一项世
界围棋大赛。第四届“MLILY 梦百
合 0 压床垫杯”世界围棋公开赛本赛
于 2019 年 10 月在北京开幕，8 强赛
和半决赛的赛期先后两次推迟举行，
最终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1
月 4 日在我市成功举办，江苏籍棋手
芈昱廷九段和棋坛新贵谢科九段最终
杀入决赛，角逐冠军。本届世界围棋
公开赛决赛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
范围内举办的首个线下围棋职业赛事
决赛。
市委书记何益军在活动上致辞。
他说，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特色，
持续发展文体产业，推动文体旅深度
融合，成功打造“梦百合杯”世界围
棋公开赛、支云足球主场赛事、如皋
马拉松、环太湖国际自行车俱乐部巡
回赛、全国田径投掷项群赛、铁人三
项赛等六大特色品牌赛事。成功举办
第 20 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如皋
国际马拉松赛等高水平赛事，连续举
办三届全国老将田径锦标赛。2018
年，主场位于我市的南通支云足球俱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丁宏波 通讯员陶磊）
昨日，市委书记何益军出席市投资服务中心社会
化招商新聘人员见面会，并与大家分享了“招商
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峰主持见面会。
记者了解到，经报名、资格复审、适岗评
价、面试、政审和体检等程序，市投资服务中心
新聘用 5 名社会化招商人员，组建了日韩招商
部、欧美招商部，语种包括英语、韩语、日语。
会上，新聘人员简要汇报了各自的语言掌握
情况，工作经历等个人情况。市商务局、投资服
务中心、交通产业集团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也进行
了交流发言。
何益军认真听取了新聘人员的个人介绍，并
做了简单交流，对新聘人员加入我市社会化招商
队伍表示欢迎。他指出，我市招引外资项目较苏
南区域还有一定差距，这需要招商人员挖掘自身
潜力，发挥自身作用。眼下虽然疫情影响仍在持
续，但是“危”和“机”是相互转化的，要抓住
现在国家“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相
互补充的机遇，做好产业分析研判，强化强链补
链延链，招引一批优质的日资、美资项目落户，
打造出一支面向国内外市场的优秀队伍。
何益军对新招聘人员提出三点要求，一要迅
速完成角色转换，尽快提升个人综合能力，增强
项目研判能力，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招商专员。二
要有良好的作风，要自律、要坚守。招商工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要久久为攻，不断学习，不断前
进。三要有团队精神，加强单兵作战能力，做到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分享﹃招商经﹄

第四届“MLILY 梦百合 0 压床垫杯”
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在我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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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专题视察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玉树）昨日， 开展，司祝建强调，要深刻认识科技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司祝建带队视察全
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把上级
市科技创新工作，
了解掌握科技创新战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力加快我市创
略实施情况。
市委常委陈鸣华，
市人大
新型城市建设。要切实提高议案办理
常委会副主任钱志刚参加会议。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发挥科技创
司祝建一行实地走访了势加透博
新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要发挥人
洁净动力如皋有限公司、南通中铁华
大作用，变“挥手督办”为“动手参
宇电气有限公司、江苏力星通用钢球
与”，找准制约我市科技创新发展的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卓远半导体有限 “堵点”和“瓶颈”
，与相关部门一道
公司、南通欧意姆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谋思路、出点子、抓落实；要强化统
等处，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
筹协调，切实把全市科技系统组织起
营、技改等情况。
来，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更多实质
在势加透博，企业相关负责人介
性进展；要善于学习借鉴，真正把上
绍了科技团队组成、产品优势、市场前
海、苏南的先进经验和周边县市区的
景。司祝建勉励企业立足现有优势， 成功做法“学到手”
“学到家”
，并结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加大创新力
合自身实际进行再整合、再创新。要
度，注重人才引育，抢占科技创新制高
着力增强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和协调
点。在中铁华宇电气，司祝建一行详
性，突出要素保障，落实激励政策，
细询问了企业用工、市场占有率等情
强化金融支撑，深度构建高质量的科
况。在得知企业正打算进一步转型发
技创新生态服务体系，为高质量建设
展时，司祝建希望企业集中精力财力
长江以北最强县市提供坚实有力的科
突破少数领域，
加快智能化改造，积极
技创新支撑。
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更广
会上，市科技局、市场监管局、
阔的市场中占据更大份额。
财政局、人才办、地方金融监管局分
会上，就下一阶段相关工作如何
别汇报了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涉法涉诉信访积案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通
讯员苏鑫） 为加快推动涉法涉诉信访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有效开展，全
力攻坚信访矛盾化解，切实解决一批
信访群众合理信访诉求，昨日，涉法
涉诉信访积案“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举行。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程瑞琴，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陈晓彬参加会议。
会上，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汇报交流了上一阶段攻坚行动工作开
展情况。攻坚办相关负责人进行了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阶段性汇报。
程瑞琴表示，“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已经开展 2 个多月，通过市政法
各部门的群策群力、合力攻坚，取得

的成绩有目共睹。就进一步做好涉法
涉诉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确保按序时
进度完成任务目标，她强调，政法各
部门要上接“天线”，对确实需要实
质性化解的信访积案，积极争取上级
部门指导，合理运用相关政策认真化
解；对违法信访、故意缠访闹访等情
况，也要依法予以打击。要下接“地
气”
，主动与相关镇 （区、街道）、相
关部门对接，形成镇 （区、街道） 担
当疏导稳控，政法系统解决法律问
题，协同化解的共商共处局面，推动
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进一步发扬
政法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在展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专项
行动成果的同时，高质量完成重点涉
稳问题化解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建
党一百周年献礼。

今日看点

打响反诈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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