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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共享单车管理”经验
入选全国慢行交通优秀城市案例
本报讯 （通讯员秦肖建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近日，首届中
国慢行交通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绿色低
碳的交通出行部署，完善城市交通的立体架构和品质，提升人民
对城市慢行交通认可度和参与度，切实推进慢行交通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
会上，我市作为江苏唯一入选县级城市，与杭州、济宁、唐
山、郑州共同被评为共享慢行出行服务优秀城市。如皋共享单车
管理“三个强化”的做法成功入选全国慢行交通优秀城市案例。
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组织的“城市慢行治理
及安全管理座谈会”上，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就如皋共享单车管理
作经验交流。作为全国文明城市，我市大力推进城市绿色出行建
设，2018 年以来，市城管局切实做到强化共享电单车管理、强化新
技术的运行、强化共享电单车服务质量；坚持“一个部门抓管理、
一个细则抓考核、一个平台抓监督、一支队伍抓执法”
，不断完善城
市管理机制，提高服务水平，让城市运行更有序、更安全，让城市
空间更温馨。

如皋海关积极开展
“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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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镇：

打响反诈攻坚战 织密防骗安全网
为进一步推动平安建设工作，有效
提升广大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
和能力，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今年
以来，下原镇扎实落实相关部署要求，
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的宣传导
向和“哪里发案高，哪些人群易受骗，
反电诈宣传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思
路，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聚焦政治站位抓部署，系统谋划强
势推动。该镇党委、政府把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高站位布局、高起点谋划，第一时
间成立领导小组，先后制定出台“防诈

反诈·全民行”集中宣传月活动方案等
制度，党政联席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
神。组织全镇各村、各部门参加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专项斗争工作动员部署会、
培训会、推进会等，对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专项斗争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采取
与 部 门 、 村 （社 区）“ 签 承 诺 书 ” 方
式，动员各村、各部门广泛参与到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中来，形成高压严打态
势。
聚焦防范电诈抓宣传，警格联动凸
显成效。该镇坚持“全覆盖、无死角”
的工作要求，在全镇范围内充分借助各
种宣传平台、宣传渠道和宣传媒介，利

用宣传栏、海报、横幅、公益广告、新
媒体等方式多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
提升群众识骗防骗意识。民警联合网格
员利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优
势，通过开展“防范反诈全民行”宣讲
会、反诈宣传进万家、召开村级应急广
播会议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不断加
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着力构建精准宣
传、覆盖全面的反诈宣传体系，持续掀
起共同反诈的新热潮。
聚焦犯罪源头抓打击，压实责任精
准发力。该镇加强对电信诈骗案件的线
索搜集、侦查破案等工作，并定期召开
案情研判会，有效提高串并侦查打击和

本报讯 （通讯员汤雯娟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为确保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近日，白蒲镇举行“皋城网安 2021·网络安全工作
推进会”
。
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网络安全工作的文件和会议精神，对全镇
各村 （社区）、各单位网络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形势，明确责任主体，落实
相关 （网络） 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深刻理解网络安全工作对
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意
义。要定期组织培训，牢固树立“网络安全无小事”的思想，把握
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加强学习，筑牢 （网络） 意识形态“主阵地”，
通过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巩固壮
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切实提升白蒲镇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能力水平。要大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镇范围
内进行网络安全的深入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要加强
网络安全制度建设，规范电子办公设施的管理和使用办法，实现网
络安全管理工作的常态化。

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在高质量文明城市建设中，以“铁脚板
加路段责任制”量化文明建设细节规范。
图为该分局执法人员在餐饮企业检查信息公示框。
□通讯员周莺

全民反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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颢葳环保科技南通
有限公司位于磨头镇。
该 企 业 投 资 2000 万 美
元，以技术含量高、市
场前景广的各类型工业
除尘设备为主打产品，
主要服务富士康、京东
方、中芯国际等大型电
子 企 业 。 2020 年 该 企
业销售超亿元，预计今
年销售可达 1.2 亿元。

白蒲镇深入推进网络安全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张凌成） 日前，吴窑镇机关党支部的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相约吴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研读 《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分享交流读书体会，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
智慧和力量。
会议指出，学习党史是为了知古今、明大义、续荣光。通过举
办读书会，大家一起交流分享心得体会，可以汲取精神力量，领悟
初心使命，在读书学习中谋划工作举措、提升实践修养、激发工作
活力。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要主动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坚
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发扬‘三牛精神’，立足本职岗
位，努力奋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吴窑镇残联理事长陈昌圣
说，如今的生活是无数英雄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作为一
名党员，更加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魂，做到“风雨不动
安如山”。读书会上，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体会，纷纷表示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强革命意志，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调整防范对策的精准度，及时劝阻，为
群众挽回损失。加强与各银行金融机构
的联系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
电信诈骗发案、防范措施等信息互通和
资源共享，努力铲除电信网络诈骗滋生
的土壤。组建工作专班，进一步加强防
诈工作的监督和检查，对因工作落实不
到位导致电信诈骗频发高发的村 （社
区），依规启动严肃问责处理机制。
□通 讯 员郭凤娇
融媒体记者陈嘉仪

打造高端环保装备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杨阳 融媒体记者张颖） 近日，如皋海关走访
“龙腾”行动重点企业——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知
识产权政策宣讲，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指引。
如皋海关积极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并以此为契机，
结合南京海关“龙腾行动 2021”和企业问题清零机制，持续做好企
业的培塑工作，结合企业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对海关的业务需求，
进行充分调研，实施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计划，通过企业问题清
零机制积极为企业解决疑难问题。
此外，如皋海关还在报关大厅和保税物流中心办公点等场所向
进出口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并积极参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的
宣传周活动，宣传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效，营造共同保护知
识产权的良好氛围。

吴窑镇机关党支部举行
党史读书会

E-mail：rgrbyw@163.com

□融媒体记者邱宇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深入开展“四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通讯员许映祥） 近日，市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深入开展“四
学”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组织党员自觉学。该大队统一采
购、发放指定学习材料，组织所有党员
认真开展自学。支部开展集中学。该大

队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组织开展
学习交流。走进红色基地现场学。23
日和 25 日，该大队分两个批次组织全
体党员赴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开展“学
党史、寻初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敬献花圈、重温入党誓词、聆

听烈士英雄故事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
接受精神洗礼、传承红色精神。融合宣
讲深入学。该大队还组织党员参加集中
宣讲。
下一步，该大队准备举办一场专题
宣讲，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入

行。各支部、各科室 （中队） 将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清
单，切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重走如皋革命老区 回忆父辈峥嵘岁月
为纪念新四军，缅怀在革命战争中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
父辈和先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
会来到如皋搬经、丁堰，重走革命老
区，回忆峥嵘岁月，铭记红色历史。
新四军高明庄战斗遗址位于如皋搬
经镇高明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1941
年 11 月，新四军在这里完成了东进后
的 第 一 次 大 规 模 歼 敌 。 当 年 11 月 14
日，从泰兴黄桥出动的日军独立第 12
旅团 1 个中队 110 余人，伪军独立第 11
旅 700 余人，对当时的如皋县以西高明
庄、白家湾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
第一师第 1 旅第 1 团迎头阻击，毙伤日
军 80 余人、伪军 300 余人。新四军亡
130 余人，伤 200 余人。
没有深陷的弹孔，没有坍塌的残
垣，曾经战火的痕迹被时间的长河洗涤
殆尽。但那些战火纷飞的故事，北京新
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员卢晓愉和妻子
刘莉却听亲历高明庄战斗的父亲卢胜提
起 过 。“ 我 的 父 亲 卢 胜 在 1945 年 到

1947 年，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政治部
主任，华东野战军一师一旅政委，率部
参加了苏中战役和枣庄战役、莱芜战
役，这些战争故事是我们从小听到大
的。”
卢晓愉介绍，当时他的父亲卢胜跟
母亲姜斑华就是在战争中认识的，他的
大哥是在如皋出生的，因此大哥的小名
就叫“小如皋”。亲临这些父辈奋战的
地点，大家都感慨颇深，纷纷拍照留
念，并高声齐唱 《新四军军歌》。
随后，分会一行人来到位于丁堰镇
的苏中战役遗址。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
初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华中野战军司令
员粟裕在此次战役中灵活指挥，打得国
民党军仓皇失措，屡战屡败，使得华中
野战军取得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
当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副会长胡继军的父亲胡文杰，就是在华
中军区二分区四团参加粟裕领导的苏中
战役，主要参加的是第六场战役。“今
天能够到父亲战斗过的这个地方来，确

实很激动。之前没来过，这是第一次，
但当时我父亲战斗的这些地方的名字我
都知道。”胡继军介绍，父亲胡文杰于
1949 年 5 月抵达上海时在作战中牺牲，
父亲对“七战七捷”留下的笔墨不多。
“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来追寻父辈
的足迹，目的是了解父辈战斗的业绩和
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的力量，他是
作为指战员的代表。70 多年过去了，
我们应该传承红色基因，应该继承他们
的光荣传统，把他们这一段的历史传下
去。
”胡继军告诉记者。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分会成员

共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新四军老战士
的后代，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
长黄寒水表示，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
易，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不应
该、也不能忘记，这些红色的记忆需要
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
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浦文海表
示，今后，要进一步学习研究新四军的
抗战史和发展历程，继承革命遗志，弘
扬铁军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
光荣的革命传统传承和发扬下去。
□融媒体记者徐曼

沈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