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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处处见文明 电动车出行牌照不能少
市人大开展
“一法一条例”调研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杜甜田 吴新荣） 近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万圣率队专题调研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 和 《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 贯彻落
实情况。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了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市残疾
人网络就业基地、手创盲人按摩店等地，
深入了解了
“一
法一条例”
在我市的贯彻落实情况。
会上，调研组认真听取了 12 家市残疾人联合会成
员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陈万圣对我市残疾人保障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
认真贯彻落实“一法一条例”
，各级残联组织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积极为残疾人
排忧解难，有力地促进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他表
示，做好残疾人事业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各残联理事会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残疾人事
业重要性的认识，扎实工作举措、加强部门联动、完
善措施保障；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残疾人事业的责任
感，围绕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
力为广大残疾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进一步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程度，让
广大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电动车因为方便轻巧、行驶灵活等优
势，成为不少市民青睐的代步工具。随着
我市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的常态化开
展，大部分市民都为自己的电动车上好了
牌照。不过，仍有极少数电动车存在“无
牌上路”现象。
近日，记者在上班高峰期来到城区街
头，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观察，记者发现，
极个别市民仍骑着未上牌照的电动车出
行。经过询问，记者了解到，其中部分市
民是因为不知道电动车作为非机动车也需
要上牌照，另一部分市民则是因为不清楚
电动车牌照应该去哪里领取。
据了解，目前我市市民拥有的电动车
主要分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旧国标电动
自行车以及电动摩托车三类。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吴娟介绍：
“新国
标电动自行车的车身上面会有明显的 3C 认
证标志，另外它还有脚踏骑行功能，最高
时速不超过 25 公里每小时；如果车辆的车

速超过 25 公里每小时，或者没有脚踏功
能，也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话，那这辆车就
很有可能是旧国标电动自行车。市民可以
翻看车辆的出厂合格证，如果合格证上标
注为机动车，那车辆就是电动摩托车。”
据吴娟介绍，电动摩托车分为两类，
一类是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有一类是电动
二轮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车主应领取相应
的机动车牌照，并且需要持有摩托车驾驶
证，才能上路行驶。吴娟告诉记者：
“新国
标电动自行车目前使用的是绿底的电动自
行车号牌，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目前使用的
是信息登记牌，而轻便摩托车则需使用蓝
底的机动车牌照，普通电动二轮摩托车使
用的是黄底的机动车牌照。
”
在申领电动车牌照方面，电动自行车
车主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交警中
队，或大润发、吾悦广场、电信大楼和老
车站的四个巡特警岗亭进行登记。申领牌
照时，电动自行车车主需携带车辆、车辆

合格证原件、购车发票或来历证明以及身
份证，电动摩托车车主则需携带车辆、车
辆合格证、购车发票以及车辆的交强险保
单、身份证，并前往农机公司或者车辆管
理所进行登记上牌。
对于在如皋居住的外地居民来说，想
要在如皋办理电动车牌照也并不困难。吴
娟介绍：
“如果外地人想要办理新旧国标电
动自行车牌照的话，除了正常准备的资料
以外，还需要额外携带车主在如皋的居住
证或者和如皋本地人的结婚证、租房合
同、房产证等可证明自己长居如皋的证
件，如果居住证还在办理过程中的话，可
以到派出所打印申请制证的记录，只要满
足条件，
就可以进行上牌登记。
”
吴娟表示：
“ 不管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

车，都需要上牌，才可以上道路行驶，不仅是
出于法律规定，
更是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出
行安全。如果市民没有为电动车上牌，就上
路行驶，将会面临罚款，电动摩托车车主还
将被计分，甚至可能会面临吊销驾照的后
果。”
警方提醒，
请各位尚未领取电动车牌照
的市民，
尽快前往上牌点为电动车上牌。
□融媒体记者韩循
记者感言：
为电动车上牌照，是保障市民出
行安全的必要措施，更是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希望通过所
有市民的共创共建、共同守护，让文
明成为如皋这座城市最深层的底色、
最优雅的气质、最美丽的风景。

文明典范城市·我建

仲秋田野美如画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展
“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雪） 近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组织全体党员、职工持续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对进出的工作人员及办事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每天对登记大厅、柜台、自助服务设备等实
行全面消毒，为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提供了安全的服
务环境；三季度以来，化解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 3
个，涉及企业 2 家，群众 909 户，并常态化开展“交
房 （地） 即发证”服务；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按
照“环节最少、时间最短、资料最简”的便民利民原
则，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率，一般登记业务在
0.5 个工作日内办结，存量房转移抵押合并登记联办案
例占比已达到 95%。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将突出履行岗位职责、提高工作效能、
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为我市不动产登记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市作家协会举办
文学创作辅导讲座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周玲 徐成 通讯员季健）
日前，市作家协会举办创作辅导讲座，邀请专家与协
会成员进行深入交流。
活动中，专家们分别从多方面对市作家协会成员
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深入评析。专家们表示，文学创作
不仅要立足于当下的文学背景，更要立足于整个文学
史背景，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作品的文学价值。随
后，市作家协会的成员们也提出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
遇到的难题，大家畅谈创作体会，分享创作经验，现
场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我平时主要写诗歌和散文，这次讲座给了我很大
的启发，让我对创作理念和创作思路有了新的认识，
帮助我解决了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断点’问题。
”市
作家协会会员葛云彩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作家协会先后举办了文学
讲座、采风、征文、诵读、向图书馆赠书等数十场活
动，激发了广大会员的创作热情，创作成果丰硕，季
健、郭朝晖、郝晓华、黄赟、石晓华等 10 多名本土作
家出版了 《继承者》、《阅读的力量》、《岁月长歌》、
《五味集》 等多部优秀作品；倪瑞美、段国圣、响雷、
彭伟、谢爱平等一批如皋作家的作品频频发表于省、
市级报刊杂志并屡屡斩获奖项；如皋市作家协会先后
被省作协、南通市作协评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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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先进受到表扬
活动宣读了 《市政府关于通报表扬第十届“如皋
慈善奖”优秀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授予梦百合家居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6 个单位为“慈善明星单位”、城
北街道等 40 个单位为“慈善工作先进单位”、倪张根
等 45 人为“慈善明星个人”和丁红林等 45 人为“优
秀慈善工作者”
。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从 2007 年起每两年通报表扬一批慈善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其中，企业
“慈善明星单位”
的评选根据
捐赠额的多少，分别授予六、五、四、三、二星级“慈善明
星单位”荣誉称号，大大促进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
性。近几年来，
企业代表在捐赠动员大会现场的捐赠总
额都在 1000 万元以上，今年达到 1690 万元。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市慈善基金会今年已累计
接收捐赠约 6300 多万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通讯员吴光明

站在搬经镇的田埂上，放眼望去，色彩斑斓的稻田犹如“调色
板”般，演绎着秋天的变化，稻田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
色彩绚丽的乡村仲秋画。
□融媒体记者汤乾玮

“智慧海关”助力企业尽享原产地优惠
本报讯 （通讯员徐莉 融媒体记者张
颖）“我们公司从事国内高端床垫和家具用
品制造，主要出口地泰国是 RCEP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成员国
家，RCEP 协议落地后，我们就第一时间
联系如皋海关，对接关税减免与原产地规
则条款，积极利用协定优惠政策，进一步
培育优化国外市场。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宗桥玲告诉记者。
高端床垫、家具用品、玻纤化工是我

市传统的制造产业，产品主要出口至日
据统计，今年 1 至 8 月份，如皋海关
本、韩国等 RCEP 成员国 （地区）。原产地
依据我国与 RCEP 成员国已签署的自由贸
证书是企业出口产品享受进口国差别关税
易协定，共计为辖区企业签发原产地证书
待遇的重要凭证，出口企业凭借原产地证
2723 份，同比增长 19.01%。
书获取关税减免，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
今年以来，为缓解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升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原产地
响，保持辖区企业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
证书被誉为“纸黄金”和“经济护照”
。凭
来的良好态势，如皋海关积极推动落实
借这一证书，出口企业可使出口产品更具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重点走访辖
价格优势，更易被进口商接受，从而进一
区优势产业，结合如皋外贸企业多为小微
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快速清关。
企业的特点与企业实际需求，着力优化签

证流程，推行邮递签证等便利措施，最大
限度简化原产地证书申领手续；编撰发放
《如皋海关惠企手册》，提升企业享惠能
力；积极推广落实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
便利措施，利用信息化系统开展产业优化
分析，帮助地方政府和企业做好 RCEP 优
惠对接，助力企业更好转型升级。

我为群众办实事

长江镇平南社区：

三项措施推进“红石榴家园”建设
长江镇平南社区目前共有少数民族人
之家”活动阵地，以“共同团结进步、
口 39 人，其中满族 2 人，苗族 8 人，布依
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广泛开展联谊
族 2 人，侗族 2 人，土家族 3 人，回族 22
会、茶话会等联谊活动；以各民族“交
人。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民族工作水平，促
流”、“融合”、“共享”为主体，搭建多
进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平南社区结
元平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
合社区特点和工作实际，积极开展“红石
进步创建活动，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
榴家园”创建工作，引导各民族交往交流
的相互了解与沟通，也促进了各民族文
交融，营造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
化的交流与互促。
氛围。
开展志愿活动，激发内生力。该社区
搭建多元平台，唱好大合唱。平南社
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一平台，将
区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妇女 “红石榴家园”融入其中，将民族团结进步

各项活动穿插其中，进一步把社区的少数
民族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为推动社
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平南社区“红石榴
家园”积极吸纳少数民族的热心居民，组
建了以党员带头，少数民族群众、社区热
心居民等共同参与的“红石榴”志愿服务
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红石榴”志愿服
务队主动担当，承担了体温检测、检查行
程码和苏康码等责任。
积极团结互助，凝聚正能量。社区积
极为少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让他们深刻

感受到家园的温暖。平南社区通过集中谈
心、座谈等形式，及时了解困难少数民族
家庭的需要，并联合镇统战办公室，帮助
他们解决就业、升学、就医等问题；利用
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采取多种有效形式，
开展创建活动，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
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
互学习、相互帮助，如石榴籽般紧紧抱在
一起。
□通 讯 员薛海云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