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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中车浦镇公司杯新闻摄影季赛

本报讯（通讯员 苏宫新 记者 万森）昨
日，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获悉，江苏公安机
关贯彻落实公安部规定，严厉打击处理各类
暴力袭警、恶意辱警和扰警行为，在全国率
先出台公安民警依法履职免责等制度，着力
构建“打击、保护、预防”为一体的维权新机
制，2018年共查办各类侵害民警执法权威
案件2039起，处理不法侵权人3040人，切
实为一线民警撑腰壮胆，形成了“遭受侵权
受保护、依法履职不担责”的工作新格局。

据江苏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总队长、
维权办负责人秦为民介绍，当前侵害公安民

警执法权威案件的暴力化、对抗性特征比较
明显，袭警、暴力抗法等占侵权案件总量近
6成。此外，恶意撕扯、辱骂民警现象也屡
屡发生，不仅严重侵犯了民警合法权益和人
格尊严，更损害了公安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
尊严。江苏省公安厅对此高度重视，强调依
法加大打击惩处力度，让民警在每一起维权
案件中感受到法律的保障，感受到组织的温
暖，感受到应有的职业归属感。

2018年9月3日9时许，南京市公安局鼓
楼分局宁海路派出所警长顾全在处警过程
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赵某拒不配合民警执法，

并驾车冲撞民警，遂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车辆
进行破窗控制，赵某从驾驶室冲出持刀挥刺，
顾全颈部、面部及左上肢等多处被割伤，仍强
忍剧痛持警棍与赵某英勇搏斗，奋力夺下赵
某凶器，并与同事合力将其制服。顾全经紧
急送医检查发现，仅其颈部就被刀割伤4处，
伤口最长达15厘米，最近处距颈动脉仅3厘
米，后经医院全力救治脱离危险。目前，赵某
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该案已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主任王小锋表
示，阻碍、妨害民警依法履行职务是严重的

违法行为，侵犯的不仅仅是民警的正当执法
权益，也极大损害了国家法律尊严。维护民
警执法权威，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确保国家法
律的有效执行。据了解，截至目前，全省公
安机关健全了由警务督察部门牵头协调、
110指挥中心统一调度、相关警种密切配合
的民警维权联动处置机制，依法快速处置各
类侵权案件，实现侵权案件数和受侵害民警
数下降、侵权行为严重程度降低以及处理不
法侵权人数上升的“三降一升”，有力遏制了
近年来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

全省2018年处理的3040名不法侵权
人中，追究刑事责任 1126 人、行政处罚
1544人。南京交警史伟年被拖行牺牲案、
镇江民警贺设平勇斗歹徒被刺重伤案等一
批重大侵权案件得到严肃公正处置，一批违
法犯罪嫌疑人得到迅速打击处理，维护了公
安执法权威，伸张了社会公平正义。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刘毅）“乔队
长又来啦，这次还是400毫升吧？”日
前停在灌南县教育局门前的无偿献血
车里，灌南采血点王主任笑呵呵地向
一名穿着城管制服的中年男子打招
呼。这位乔队长叫乔友祥，是灌南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大队中队长，优
秀职工，从1999年第一次参加无偿献
血至今，每年定期两次无偿献血，献血
总量已经达到1.2万毫升，几乎相当于
3个成年人的总血量，也因此获得“无
偿献血奉献奖。”

乔友祥是灌南县田楼镇人，1998
年参军入伍，当兵第二年就开始每年参
加献血，从不间断。2008年转业到地
方后，更是坚持每年献血两次，每次
400毫升。日常工作中的乔友祥对于
自己多年来坚持无偿献血的事迹总是
避而不谈，直到有一次单位集体组织无
偿献血，他的故事才被采血点的王主任
给“抖”了出来。

“用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再生的生

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付出让我
内心感到充实和快乐。”乔友祥告诉记
者，虽然距离第一次献血的日子已经很
久远，但透过一张张献血证，很多美好
的回忆都会涌上心头。这些红色证书
不仅是自己热心公益的见证，也是致敬
青春的最好方式，无偿献血，也让自己
身体健康、快乐阳光。

眼下城市发展快速，作为城市管理
者的一员，压力大，任务重，已近不惑之
年的乔友祥，频频献血，引发了妻子的
担忧，十分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为此，
乔友祥假期经常和爱人一起逛街，提前
谋划“偶遇”献血车，借机与献血人员

“串供”，向妻子普及献血知识，让她了
解到许多人救治需要用血，争取她的理
解和支持。

多年来，为了保持最佳的献血状
态，乔友祥不抽烟不熬夜少喝酒，经常
步行上班，积极锻炼身体。去年3月
份，乔友祥又成为一名无偿捐献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 周明生 刘元 陈浩 记者 丁
彬彬）日前，泗阳农商银行纪委组织重要岗位人员及
支行客户经理代表共68人来到泗阳法院刑事审判
庭，旁听一起宿迁市某银行金融机构客户经理非法
放贷案件，通过“身边人”的“身边案”教育警示该行
工作人员不碰底线，不越“红线”。旁听庭审的员工
全程观看了庭审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审理过
程，切身感受法律的威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现
场教学给旁听庭审的员工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该行通过变庭审为“课堂”，以典型真实案例“现场授
课”，让每一位参加旁听庭审的员工真切地感受到法
纪的威严和违纪违法带来的惨痛教训。

“这次庭审给我敲响了警钟，身为银行工作人
员，随时都在经受着不同方面的压力和金钱诱惑，本
案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鲜活例子，应当以此为鉴，
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讲规矩、守纪律，不越底线。”“看
到和我们一样的客户经理如今成了站在被告席上的
被告人，十分震撼！痛心！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反
省。”……参加庭审旁听的与会人员感触颇深，大家一
致认为旁听庭审是一堂鲜活、生动的警示教育课，通
过庭审深刻感受到了职务犯罪的危害，促使他们在思
想上打好“预防针”、自架“高压线”、自设“防火墙”。

本次庭审警示教育是泗阳农商银行与泗阳县人
民法院合作，共同为金融从业人员打造的廉洁课堂。
下阶段，该行将继续加强与县法院的廉洁教育共建合
作机制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把庭审式警
示教育作为常态化教育模式，将法庭变成警示教育的
课堂，选择身边违法违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从
而达到以案释法、以法析案、以审促廉的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楠）
日前，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 公 司 南 京 卷 烟 厂 获 得

“2018年度全市共青团工作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该厂王
风同志获得“2018年度全市
共青团工作先进工作者”荣
誉称号。

去年，在上级党团组织的
关心重视和悉心指导下，南京
卷烟厂团委带领全厂青年员
工深化改革、锐意创新、真抓
实干、勠力前行，分别在青年
思想引导、平台搭建、评优创
新、品牌打造、基础团务等工
作领域取得成效，为服务党政

建设工作及企业中心工作壮
大了青春队伍、输送了青春思
潮、积聚了后备力量。今后，
南烟团委将认真总结经验，狠
抓基层建设，服务中心大局，
团结带领团员青年为高质量
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贡献
青春智慧和力量。

遗失启事
●滨湖区喜滋乐面馆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副 本 ，经 营 者 ：杨 波 ，编 号 ：
32021100020180308007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211MA1W618X44，声明作废。

●滨湖区喜滋乐面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320211000201803090002，经营者：杨
波，许可证编号：JY23202110087606，声明作废。

●强晓杰遗失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协
议，学号：1601053114，声明作废。

●周炳昕遗失盐城工学院三方协议，编号：
201970059039，声明作废。

●昆山康福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副本编号：320583000201611090726，声
明作废。

●崔诚遗失南京邮电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毕业
证 书 和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02934200900182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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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俞兢 胡国伟 记者
吴文龙）日前，2019武进区“双招双引”技
能大赛拉开帷幕。14名参赛选手现场模拟
真实情境，以PPT的形式开展招商推介，多
方位考验“双招双引”技能水平。

本次技能大赛分初赛和决赛，参加初
赛的14名选手全部来自区级职能部门和
开发区“双招双引”一线。比赛现场，选手
们在12分钟内采用脱稿演讲的方式，现场
模拟真实情境，以PPT的形式对重点产业、
优惠政策等进行推介。城市轨道交通产
业、机器人产业、绿色建筑产业相关人才环

境、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健康产业……14名
选手的推介主题突出，PPT内容设计精美，
准确表达了“双招双引”的主题精要，全方
位展示了武进的投资优势，具有感染力和
吸引力。除中文外，部分选手还选择了用
英语、日语进行展示，凸显专业性。最终，
评委选出王嘉萱、吴淼、许成凯、王翔、汪洋
和许鹭6人参加决赛。

“推动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项目是第
一抓手。”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元兵表
示，今年，武进区将从选拔、培养、提升和激励
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双招双引”队伍建
设，推动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两支队伍融合
共建，促进产业招商和招才引智同步发力、交
融互动。同时，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的优质
项目，招引、集聚更多海内外优秀人才，助力

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武进区抓项目、强转型，产业水

平迈上新台阶。去年武进区成功引进欣盛、
国科微等2个超100亿元、2个超50亿元、5
个超30亿元项目，十大产业链完成规上产值
1620亿元，增长14%；武进英才荣誉工程深
入实施，12名“武进工匠”脱颖而出，新增省
双创人才项目20个、领军人才项目92个。

本报讯 （记者 吴文龙）日前，
记者从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常州市商务
局将从供给侧发力，深入实施消费
升级行动计划，提振和促进消费，并
通过稳外资、稳外贸、促消费，合力
构建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共同推动常州经济健康发展。

打响“食美常州”品牌。制定
餐饮业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规划引
导中心商圈美食布局，着力培育一
批品牌影响力强、游客认可度高的
餐饮名店和旅游餐饮街区，持续推
进“唱响常州菜”“常州十大美味”

“常州十碗面”“常州十大名点”“舌
尖上的非遗”等评比推介活动，把

“常州菜好吃”的口碑上升为“食美
常州”品牌，让“食美常州”成为旅
游明星城市的独特标签。打造地
方特色美食，形成地方特色美食产
业链，以美味带食材，以食材促美
味，助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搭建全方位推广平台，多渠道推介
常州食材、常州技艺、常州服务、常
州品质。提升行业整体水平，以评
选“样板厨房”为载体，开展餐饮质
量安全示范街（区）、示范店创建活
动，推动烹饪餐饮行业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深入推进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加快
重点领域电商应用发展，进一步强
化电子商务园区载体建设，加快新
引进和培育一批重点电商企业，扎
实做好电商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创
建工作。

优化商贸流通管理。推进龙
城第一商圈建设，争取省级高品位
步行街1~2家，推动老字号向传
统商业文化街区集聚发展。继续
推进公益性菜市场改革试点，新建
或改造标准化农贸市场（菜市场）
10家以上，建设社区商业网点设
施100家左右。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辖区11个派出所
全部建成“一站式”服务窗口，承诺100项服务举措
在就近派出所“一窗办”，受到办事群众的交口称赞。

近年来，天宁分局将管理效能、服务质量与群众
生活和社会生产紧密结合，分局11个派出所全部建
成“一站式”服务窗口，初步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去年，全分局共办理各类公安政务
服务事项25.7万余件，窗口服务满意率同比上升
10%。

结合老城区居民多、人员流动性强、群众办事需
求大等特点，天宁分局以派出所“一站式”服务窗口
为平台，全力打造家门口“公安政务服务超市”，结合
线上、线下两条通道，为群众提供户政、出入境、车驾
管等公安服务事项办理，贯通审、批、管各工作环节，
变群众外部跑为公安内部转。

在局前街派出所，记者看到，“就近办”“一窗办”
服务突出不见面、就近办、一次性办理的便捷特点，
依托自助终端的现场操作、“互联网+公安服务”体
验、窗口规范接待等，展现派出所窗口办事流程的精
简化、办事效率的最大化。

服务环境方面，功能划分科学化、布置陈设贴心
化。设置排队等候区、自助终端服务区、“互联网+
公安政务服务”体验区，确保秩序井然、舒适温馨、便
捷高效。

服务内容方面，线下100项业务（户籍、出入境）
派出所“就近办”（提供“就近办”业务清单）。同时，
打破区域管辖壁垒，新增4项户籍通办业务，群众从
此不再“异地奔走”。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
办”，可以在“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体验区现场体
验，真正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配备服务终
端实现“自助办”，简单方便的操作，让群众随时办
事、自助办事，免去耗时的排队等候环节。

莫国强 吴文龙

日前，常州市中医医院重症
监护室护理团队被中华全国总
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荣誉称号。该团队现有护士
33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24
名，平均年龄30.4岁，曾多次获
得“优秀护理服务品牌”。

她们以精湛技术为根本，
不负生命重托，为让ICU更强

大，放弃休息时间，刻苦学习各
项指南规范，不断提升自身的
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熟知心
电图知识，做到迅速判断恶性
心律失常并果断采取措施；苦
练CPR技能，将按压深度精准
地控制在6cm，按压频率控制
在114次/分；演习紧急气管插
管的配合，将物品准备时间控

制在10秒钟之内。
她们以爱心服务为宗旨，

传递温暖希望，进行病员角色
体验，用心感受患者需求；开设
工作坊，优化操作流程，减少患
者痛苦；制作图文并茂的指示
卡片，准备写字板，加强与患者
的沟通；开展早期床旁康复训
练、转科随访等，帮助患者早日
康复。

周凌虹

日前，常州公交集团公司召开
服务增效年总结表彰和“高质量改
革年”动员大会。

会议全面总结上一年度服务
增效年工作，对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改进和提升要求，对
2019年“高质量改革年”提出“降
本增效进一步推广、机构改革进一
步深化、内部管理进一步加强、服
务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责任进一
步落实”5大工作主要目标和6大

类 18 项重点工作任务，表彰了
2018年度服务增效年期间涌现出
的13项优秀管理创新项目和表现
突出的6名先进个人。

会议要求以荣获江苏省“诚信经
营服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为契机，坚
持真情服务乘客、真诚奉献社会，进一
步推进管理创新，提升员工工作效率，
提升企业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坚持
问题导向，加强改革创新，创建人民满
意的现代化和谐公交。 金焕

日前，五星街道、白云新村社区举办专题道
德讲堂，为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的老战士、老党
员周汉宝庆贺90岁寿诞。 舒逸谈阳 顾乐 摄

昨天是第24个“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南京警
方组织中小学生开展防侵害
演练，参观实训靶场、历史展
馆、观看安全教育展板，并由
民警向中小学生传授安全教
育知识。图为南师附中新城
小学的学生们在南京市公安
局建邺射击训练馆，观摩特
警实弹打靶后进行电子枪模
拟射击训练。 万森 摄

今年，溧阳市交通运输系
统将实施8项为民服务实事，提
高服务质量，提升交通形象，造
福市民百姓。

这8项实事是：增加溧宁两
地高铁往来班次，研究溧阳高铁
站增设两轨，研究上海至宜兴城
际西延至溧阳的方案，并列入长
三角一体化规划；丰富溧阳1号
公路内涵，完成神女湖驿站、汩
罗灞驿站、塘马汽车营地、观景

塔等配套功能，对1号公路相关
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步打造“1
号公路+”服务品牌（养护道班、
党员服务点、汽车咖啡屋等）；全
面整治高铁高速、国省干线、1
号公路、主要航道、港口码头沿
线环境突出问题，系统提升沿线
道路绿化和配套设施；改造危旧
农桥20座；更新公交车30辆，

优化、新增公交线路5条，探索
优化南京都市圈新能源汽车分
时租赁网点布局；新建公交站亭
50只，新增高铁溧阳站停车位
150个；深化智慧交通建设，建
成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系统，完成
1号公路监控一期建设和溧阳
行功能模块升级；开展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张国芳

近日，金坛区总干部走进中航锂电有限公司，为
企业女职工送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知识，邀请
常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婚姻
家庭等方面的法律知识结合实际案例进行讲解，现
场互动热烈，女职工纷纷表示收获满满。活动现场，
区总向百余名女职工发放了《江苏省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职工劳动权益手册》等宣传手册。活
动结束后女职工们还与律师网上交流咨询。

金工

日前，由溧阳市总女干部组成的“爱心妈
妈”小分队带着物品、助学金来到溧阳市第二实
验小学和天目湖中心小学看望两位贫困学生。
两个孩子一个家中因病致贫，另一个是孤儿，这
已是她们资助两个孩子的第三个年头。

来到学校，“爱心妈妈”们拉着孩子的手，热
切地与孩子攀谈着，询问他们最近的学习情况与
生活状况，鼓励他们要阳光自信，刻苦学习，用知
识改变命运，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和社会。

市总主席郑丽萍说：“对于贫困儿童的健康
成长，物质帮助只是一个方面，生活上的关心、
精神上的抚慰和成长上的引领才更加重要。我
们要把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关爱化成最美的光照
亮孩子们的未来。” 罗惟

江苏加大力度保障民警执法权威
去年查办侵权案件2039起，查处3040人

灌南县这位“献血达人”不简单
20年不间断累计献血1.2万毫升

廉政课堂进庭审现场

南烟获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日前，工人
在江北大道快速
化改造工程马汊
河大桥主道桥进
行挂篮悬浇箱梁
施工。据介绍，
328国 道雍庄至
龙池改扩建工程
新建高架桥梁 6
座、跨马汊河大
桥 1 座，主线双
向 6 车道，设计
时速80公里。

张旭 摄

武进区“双招双引”助力高质量发展

天宁公安
100项服务“一窗办”

金坛工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

打响“食美常州”品牌
常州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常州公交集团推进改革表彰先进

溧阳交通8项实事为民服务

常州中医院一护理团队获全总表彰

溧阳市总爱心妈妈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