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12日一大早，家住东海
镇原大丰窑厂附近的村民顾群，来到东惠
线旁的农贸市场买菜，不一会儿就买齐了
所需的海鲜、蔬菜等。“以前买菜就在西边
的马路上，卖菜、买菜的人将道路堵得水
泄不通，我骑个电瓶车总是小心翼翼，生
怕发生擦碰。”顾群说。新的农贸市场6月
1日正式启用，既干净整洁又方便。

“摊位已经统一安排好了，大伙买菜也

方便了。”摊主高炳生忙着招揽顾客，他告
诉记者，原来自己贩卖的鱼虾及海鲜摆在
马路上，既不方便又不卫生，还经常导致道
路拥堵，人车混杂。“现在摊位都搬进了市
场，顾客自然也跟过来了，生意还不错。”高
炳生说，原先在马路上卖海鲜，经常被赶来
赶去，现在在市场内摆摊，心里踏实了。

东惠线是一条双向两车道。90年代
末，由于原大丰窑厂与原向阳地域接壤，
人流多，小商贩们为图便利就在此支起了
摊位，附近村民也挑着箩筐在路边摆起了
摊位，销售蔬菜、海鲜、肉类、熟食等，马路
市场由此自发形成。后来，乱搭乱建、占道
经营、交通堵塞等现象日益严重，成了东

惠线的“中梗阻”，严重影响群众出行、生
活安全和周边环境。

马路市场为周边居民买菜提供方便，
也关系着60多户占道商贩的生计，简单粗
暴的强制取缔既违反了为民初心，又容易
导致回潮。因此，东海镇政府着眼维护摊贩
权益、满足群众需求、提升人居环境多重目
标，对原大丰窑厂附近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决定由镇政府投资在该地块设立可容纳60
余个摊位的临时农贸市场，同时配备专职
保洁员，及时清理市场内垃圾，彻底解决摊
贩无处去、摊贩与城管打游击的困局。

为最大限度地争取占道商贩的理解
和支持，东海镇综合治理大队安排队员发

放取缔通告，专门录制宣传音频，并驾驶
执法车辆宣传告知，向每个商贩详细说明
以后的安置方式、市场取缔和违法建设拆
除等相关规定，最大限度地获得他们的理
解和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马路边
上的临时摊位全部拆除，原大丰窑厂马路
市场所有占道商贩全部进入临时农贸市
场。如今，东惠线“中梗阻”打通了，周边居
民的生活和出行也更加安全方便了。

据悉，下阶段东海镇将继续实施马路
市场专项整治，预计8月底前还将取缔兴
垦马路市场。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
大监督力度，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回潮反
复。 （钱爱仁）

东海镇疏堵结合整治取缔近20年的马路市场

东惠线的“中梗阻”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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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段时间来，我市积极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
领导核心作用，强化组织建设，发挥群众
优势，为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整顿软弱组织，夯实基层基础。倒排
出15个软弱后进党组织作为整顿对象，
明确提出“建强班子队伍、强化规范建

设、提升服务能力、健全民主监督”四条
整顿要求，推动软弱后进村“一村一策”
精准整顿。建立市委常委挂钩联系制度，
定期对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以及整
顿成效进行督查，切实解决整顿转化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召开软弱后进党
组织整顿工作集体约谈会，对15家软弱
后进党组织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

严审“两委”队伍，净化政治生态。下
发了《关于建立村（社区）“两委”班子成
员任职资格联审机制（试行）的通知》，牵
头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委、公
检法等13个部门组成的村（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任职资格联审工作领导小
组，对全市村（社区）“两委”人员进行违
纪违法情况排查清理。

筑牢基层堡垒，增强政治功能。制定
下发《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六大先锋”党
组织创建工作。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
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将加强支部基
本活动管理、优化基层队伍建设作为夯实
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的重
要举措。部署开展“百名机关干部进百村”
活动，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层组织
建设等重点工作，深入基层摸排线索。

广泛宣传发动，凝聚党群合力。制作
下发《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主动作为、
争当先锋——致全市共产党员的一封
信》，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法行为、积极
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线索。利用“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对基层党员
开展扫黑除恶专题教育，引导全市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建微
家”“红心小院”宣讲引领职能，发动镇村
两级党员干部进格入户开展政策法规宣
传，确保组织发动和线索排摸“全渠道”。

（黄欣美）

整顿软弱组织 严审“两委”队伍
我市夯实基层基础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组织保障

我市发出公共机构节能
倡议书

崇尚绿色低碳
强化管理节约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意识，营造“绿色、低碳”的工作环境，全
力建设节约型机关，日前，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向全市各公共机构及全体工作人员
发出公共机构节能倡议书。

6月17日至23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宣传周
活动的主题是“绿色发展，节能先行”。6月19日为
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是“低碳行动，保卫蓝天”。

倡议书倡导全市各公共机构及全体工作人
员，积极参加“低碳体验日”活动，倡议办公人
员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停开办公区域空调、景
观照明灯，办公楼电梯三层以下（含三层）不停
层；广大干部职工自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
行车或步行上下班，以低碳的办公模式和出行方
式体验能源紧缺，支持节能减排。勤俭节约，传
承传统美德，牢固树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思想观念，形成“勤俭节约、人人有责”的良
好风尚；积极推广使用节能环保文具、再生纸等
办公用品；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努力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
升油、每一分钱，使节约成为我们的自觉行动。
强化管理节约，建设节约型单位，各公共机构要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开展不同
形式的节约活动，以管理促节约，努力建设能源资
源节约型单位。

（黄燕鸣）

本报讯 6月14日下午，市委书记
王晓斌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部门调
研督导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落
实中央、省市委的系列部署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依法打击，持续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市
领导龚心明、朱志强一同参加调研督导。

王晓斌一行实地调研了市公安局扫
黑办、扫黑除恶线索核查中心，市检察院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班办公室，市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等。每到一处，王晓斌都与
一线工作人员仔细交谈，详细询问线索

摸排核查、相关案件侦办等情况，认真查
看相关档案资料，深入了解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情况，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
市上下精心组织、合力攻坚，持续掀起扫
黑除恶强大攻势，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
成果。截至5月底，全市共破获恶势力惯
常实施的九类犯罪案件153起，抓获嫌
疑人480人，批准逮捕100件163人，提
起公诉111件 269人，审结 103件 260
人。摧毁恶势力犯罪集团3个、恶势力团

伙4个，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000
余万元。

王晓斌强调，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重点问题攻坚年，各重点部门要深
入落实中央、省市委的系列部署要求，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依法打击，持续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
破。要深入摸排线索，持续推进“一案三
查”，认真做好线索统计汇总、甄别分类、
线索分流等工作，为“扫黑”“除恶”“打
伞”提供更多有效线索，确保不放过一个
黑恶案件。要严格依法严惩，强力“打伞

破网”，对涉黑涉恶腐败及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的，坚决打击，决不姑息；坚持
“打财断血”，把扫黑除恶与摧毁黑恶势
力经济基础结合起来；同时要认真学习
政策法规，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
序关和法律适用关，梳理研究典型案件，
坚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要坚持整体联
动，市扫黑办要统揽全局、整合力量，各
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建立健
全联通互动机制，尤其要加强重点地区、
行业、领域的日常监管，确保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持续发力。 （钱爱仁）

本报讯 6月14日，南
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
公司600T自升式海上风电
大部件更换运维平台正加
紧建造。该平台是国内首艘
专用于海上风电大部件运
营维修的风电运维平台。
近年来，润邦海洋果断决
策，敢为人先，以海上风
电装备、海洋牧场装备为
业务发展的着力点，蹚出
一条传统船企的转型升级
新路，今年公司有望实现应
税销售10亿元。

近年来，受全球航运
业影响，众多中小船舶企
业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
面对严峻形势，海工船舶
工业园牢牢锁定‘世界知
名、全国一流’目标，围绕

‘做大总量、提升能级’两大
重点，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通过吸引实力雄厚
的央企、上市企业，加快腾
笼换凤步伐，逐步淘汰低端
造船等落后产能，实现从传
统造船业向高端海工装备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2017年，央企中集集
团旗下子公司中集安瑞科
成功收购南通太平洋海
工，企业很快步入快速发
展轨道，中小型液化气船
全球市场占有率名列前
茅，目前在手船舶订单8
艘，位居世界中小型液化
气船市场占有率榜首，另
有数10亿订单在跟踪中。

上市企业泰胜风能成
功收购南通蓝岛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后，企业将目标锁
定21世纪最为清洁、安全
的可再生能源——风电，专
业从事海上风电升压站、导
管架等高端海洋装备研发、
设计、制造，实现跨越发展。
5月14日，企业建造的国内
结构最大的四桩升压站基
础装船发运。今年上半年已
完成全年订单的70%。

海工园充分引导企业
发挥创新主体作用，瞄准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船型、新装备，加强
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重点新产品。坚定不移做大
总量，倾斜更多政策资源、土地资源、财力资
源，全力做好保障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今
年1~5月，园区实现应税销售60.3亿元，同比
增长 22%；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09.4 亿
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79亿元，同比增长
44.7%。 （钱爱仁）

6 月 13 日，一辆喷雾抑尘车在市区
人民东路、建设中路进行试车作业，在跟
随靠近该车时，让人感受到蒙蒙细雨般
的清新舒适。据了解，抑尘车是通过喷洒
抑尘固化剂等喷洒液实现抑制扬尘污染
的特种车辆，主要服务于铁路、道路及其
他粉尘高发场所。 郁卫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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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调研督导重点部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依法打击

喷雾抑尘车
亮相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