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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开展
追寻红色印迹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谢仁杰 刘海燕） 近日，市人社局组织
社保中心、居保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前往中共如皋县委诞生
地参观学习，开展以“老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给年轻党员”为
主题的寻红色印迹系列活动。
1927 年 7 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如皋县委于如
城福成庵(位于今安定广场西南隅)正式成立，这是江苏最早
成立的中共县委之一。中共如皋县委成立后，积极组织发动
工农革命斗争，与中共泰兴县委联合举行了“五一农民暴
动”
。之后，在中共通海特委的领导下，中共如皋县委积极汇
入红十四军的革命洪流中去，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
和生命在如皋党史上谱写下了悲壮的英雄篇章。
此次参观学习活动让全体人员思想深受教育、心灵深受
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生活中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
活，以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激励自己，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攻坚克难的锐气、脚踏实地的
干劲，干好本职工作，改进工作作风，为基层社会保障事业
作出积极的贡献。

学习党史守初心
汲取力量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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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红色记忆”系列报道之二——

崇川区：红旗钟楼迎风展 水利枢纽忆艰辛
近日，由南通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
办联合组织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南通红色记忆”融媒体新闻行动来到
了崇川区。由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南通
广电传媒集团和各县 （市、区） 融媒体
中心的数十名记者组成的全媒体报道
组，先来到了崇川区的钟楼，看到了那
面从南通解放的那一天起就迎风招展的
红旗；又走进了南通节制闸、通吕运河
水利枢纽、九圩港水利工程管理所，了
解了这些水利工程背后的故事。
“当——当——当——”每天上午 10
点整，报时的钟声传遍四野，一面红旗
高高飘扬在钟楼顶端。1949 年 2 月 2 日
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雄壮
威武地跨过东吊桥进驻南通城，将一面
鲜艳的红旗插上了钟楼的顶端，历尽沧
桑的千年古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南
通全境宣告解放。
“我当年是第二批进城的，那时候还
年轻着呢。”原南通市委副书记李明勋给
记者描述了当年的场景。“进城的时候，

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到处燃放
鞭炮，有的人替解放军带路，有的人招
呼解放军从石子路上走。所有人都非常
激动，有的老百姓当场唱起歌，特别是
那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记得
清清楚楚，大家都期盼着以后的新生活
了。”
如今，70 多年过去了，钟楼附近的
建筑也陆续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也
变得越来越好，不少市民会跑到钟楼前
的广场散步休闲。而钟楼依然矗立在这
里，红旗也依旧飘扬着，那段红色岁月
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
南通全境解放，这是南通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英勇奋
战换来的。原南通市委党史办主任吴声
和告诉记者：“南通解放的意义非常大。
南通可以说是战略大后方，所以人民解
放南通的意愿也更加迫切。南通解放
后，可以向苏南提供更多的战略物资，
特别是粮食和兵员。解放后，南通的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迎来了新

高潮。
”
看过钟楼上的红旗，采风团又来到
了南通节制闸、通吕运河水利枢纽和九
圩港水利工程管理所等处，近距离倾听
了南通水利人的故事，了解南通水利人
的精神。
“南通节制闸，是在南通水利‘千疮
百孔’时兴建的引江灌溉关键性工程
……截至 2019 年底，节制闸完成历史使
命。我们新建了通吕运河水利枢纽，该
工程是南通市首座闸站一体设计施工建
设的大型水工建筑物，引排灌溉受益面
积约 637 万亩，排涝范围约 64 万亩。”通
吕运河水利工程管理所副所长苏心边走
边给记者介绍。作为新一代的水利人，
苏心也同样怀抱着不怕吃苦的治水精
神：“我们也要继承老一辈人的治水精
神，在实践中铸就新时代的南通治水精神
——争先豪情、克难勇气、科学态度、创新
思维、实干作风，向先辈致敬。”
在九圩港水利工程管理所，记者们
从南通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建

华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在九圩港闸
及河建成的第一年，南通就遇上特大干
旱，持续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当时，滚
滚的长江水从九圩港闸引进，经九圩港
大河输送到各县境内，及时保证了 300
多万亩水稻、棉花的正常灌溉。”赵建华
说，那年黄海滩畔稻花香，秋天粮棉双
丰收，老百姓不知有多喜悦。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助力全国粮棉
基地建设，正是南通节制闸、九圩港闸
等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原因。南通的发
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治水兴水
史。正是有了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确
保了南通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建
设，为南通市民安宁的生活带来了保障，
推动着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有序。
□融媒体记者张宛竹

新

闻纵深

赠送党史书籍

本报讯 （通讯员钱春妮 吴小红）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精神伟力，近日，南通市如皋生
态环境局联合帮扶村组织党员干部共赴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
馆参观学习。
纪念馆内，全体党员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接
受思想洗礼。一幅幅生动的图片资料、一场场仿真的战斗场
景、一段段感人的文字介绍、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馆
内再现了黄桥战役的历史背景及战斗经过，党员干部们驻足
凝视、认真聆听、深刻缅怀，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南通市如皋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体
干部职工将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将学党史与办实事相结
合，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助力党史学习教育

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
“延时服务”获点赞
本报讯 （通讯员孙秦燕 袁昌明 融媒体记顾忠兵） 日
前，如皋市富皋商贸有限公司的办事人员匆匆赶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住建局窗口，办理人防易地建设费相关手续，此时已
过下班时间，住建局窗口工作人员急群众之所急，主动“延
时服务”
，为其办理相关业务，直至办事人员满意离开。
“我赶到住建窗口的时候，已经过了他们下班的时间了。
本
以为明天才能办理，没想到住建窗口工作人员如此热情，主动
利用下班时间为我办理相关手续，
真是太感谢了。
”
办事人员表
示，住建局窗口工作人员主动延时服务的做法，
值得点赞。
据悉，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把党史学习教育与
“放管服”改革相结合，坚持以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为出发
点，不断谋新招、出实招，推出“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免
费邮寄”等便民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路、少耗时，最大
限度地为办事群众排忧解难。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近日，市交通产业集团党委广泛开展“学党史、践初心”活动。通过支部共建互促、党员结对互学的方式，营造出
“学习党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浓厚氛围。
图为慧皋广场管理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向公交服务公司党员赠送 《中国共产党简史》 等党史书籍。
□通讯员钱进 融媒体记者李军

市市场监管局丁堰分局
扎实开展疫苗专项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张晓庆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为加强疫
苗管理，确保疫苗在流通环节的质量安全，近日，市市场监
管局丁堰分局监管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对辖区内 2 家疫苗接种点开展专项检查。
据了解，我市的疫苗均由市疾控中心配送。本次检查重
点查看疫苗来源、运输温度、贮存环境等情况。该分局工作
人员现场查看疫苗运输记录单、冷链配送温度记录及贮存冷
藏箱的温湿度记录。经检查，疫苗配送过程遵守储存、运输
管理规范，储存环境及温度符合要求；各接种点疫苗均存放
于医用冷藏箱，实时监测温湿度；各接种点还配备了普通冰
箱、冷藏箱 （包）、冰排、温湿度计等设备。
检查人员还现场查看了江苏省疫苗管理信息系统、江苏
省冷链监测预警管理系统，自动温度监测系统未发现有异常
现象。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丁堰分局将持续、不定期地对
疫苗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疫苗质量安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举措”全力做好防疫绿色祭扫
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响应
国家倡导的绿色、文明、简约祭祀新风
尚，“四举措”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最大
限度满足烈士亲属祭扫意愿，为社会各
界祭扫缅怀英烈提供便利，为弘扬英烈
精神搭建平台，为党史学习教育开辟生
动“课堂”。
认真谋划部署，确保祭扫活动有
序。该局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坚持防疫
优先、做好烈士祭扫”工作指示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成立疫情防控绿色祭扫
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线上“指尖触摸思
念”与线下“分散哀悼怀念”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纪念革命烈士活动。组建以
党员为主力军的疫情防控应急工作群，
实现 24 小时线上、线下同时办公。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该局积极开展“为烈士寻亲”
活动，为牺牲并长眠他乡土地的烈士寻
找家人，让烈士“回家”。积极整合如皋
籍烈士的详细情况，制作宣传刊物和小
短片，通过“如皋退役军人发布”及红
十四军纪念馆网站循环展播。推动英烈
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进校园、进企
业、进社区。发挥纪念馆红色教育主阵
地作用，引导社会各界祭扫、瞻仰、参

观，主动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网上互动，服务到位。为避免人员
流动聚集，保障祭扫人员安全。该局在
红十四军纪念馆网站上加入中华英烈网
“守护·2021 清明祭英烈”活动专栏链
接。通过网上祭奠专栏可以查阅全市
3800 余 位 烈 士 档 案 信 息 ， 阅 览 烈 士 遗
物、烈士家书等文化宣传短片及英烈的
感人故事。策划专题网络活动，增强网
上祭扫活动感染力，吸引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创新祭扫服务形式，通过网络、
电话预约等方式，逐步实现为烈属提供
献鲜花、代祭扫等个性化、人文化服

务，向革命英烈表达崇敬之心、感念之
情、传承之志。
打造环境，提升服务。该局组织工
作人员对烈士陵园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
治和清除，常态化组织消防安全大检
查，落实各项火灾防控措施，在清明节
期间专门增派工作人员值班，认真接待
每一批祭扫人士，全力做好清明祭扫服
务。
此外，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还加强对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维护和建
设力度，硬件设施不断提升。
□通讯员黎旭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吴窑镇：缅怀先烈学党史，祭奠忠魂守初心

三年时间，九华镇九华社区共投入资金 375 万元，对 5
条三级河道、11 条四级河道、31 处家沟家塘全面进行清淤整
治，清杂锯树 5000 余棵、拆除占河违章 3 处、危桥两座，投
放鱼苗 1000 公斤，并每年建设 1 条生态河道，使镇区人居环
境得到全面改善提升。
图为刚刚竣工的生态河建设工程庙前河一角。
□通讯员刘建云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近
日，吴窑镇组织全体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各村 （社区） 书记开展了“慎终
追远 缅怀先烈”红色足迹寻访活动。
全体党员通过奏唱国歌、敬献花篮、默
哀怀念、重温入党誓词的方式，缅怀革
命先烈。
据了解，自吴窑镇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后，该镇通过创新学习形式、丰富教
育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感悟信
仰的力量。“清明节期间，我们组织机关
党员来到江安镇吴庄烈士陵园，让红色
资源成为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活教材’，

让革命精神成为砥砺奋进的‘营养剂’，让
党史学习教育更加鲜活生动。”吴窑镇党
委书记袁天明表示，“通过聆听、观看等
方式，让大家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
精神，在学习党史中赓续初心使命。”
“在如皋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无数英
雄儿女、革命先烈用鲜活的生命、满腔
的热血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史诗。”“这
样的党史教育让我接受了一场精神洗
礼，我要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去，多为民办实事。”在市红十四
军纪念馆，伴随着讲解员绘声绘色的讲
述，大量生动的图片和文献冲击着大家
的视觉，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们沉浸其
中、深受感染。

“要好好学党史、知党情、报党恩，
要弘扬烈士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吴窑镇优秀青年
代表章志成表示，通过祭奠革命先烈，
追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自己
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树牢了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作为基层党员
干部，我会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过硬的作风踏上
新 征 程 ，奋 进 新 时
代。”
“下一步，我们

将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结合实际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
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
袁天明说。
□通 讯 员张 鹏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