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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效能考评组召开
创新奖评估工作会议，我市创新奖评
选工作进入评估阶段。

今年的创新奖评选仍分为“立项、
评估、评审”三个阶段，立项项目分高
质量发展类、管理服务类和产业转型
类三个类别。目前，立项工作已结束，

全市共有79家单位上报创新奖项目
118个，其中高质量发展类61个，管理
服务类57个。

立项项目的评估工作由市效能考
评组牵头负责，分4个评估工作组开展
日常评估，银行保险单位的立项项目、
产业转型类项目的评估工作由相关职

能部门组织实施。
会议要求，各评估工作组对照评

选条件，采取部门自查、现场督查、重
点抽查、情况核查等方式，对立项项目
进行跟踪督查和动态评价。每2个月开
展一轮督查评估，12月底前完成。评估
结束后，各评估工作组对各参评项目

进行综合汇总，出具每个项目的评估
报告，并提出评估建议。

会上，市效能考评组就如何开展
2019年度创新奖评选工作进行了流程
介绍，要求各评估工作组明确责任分
工，提高评估效率，做好沟通对接，严
明工作纪律。 （谢福林 张以）

创新奖评选进入评估阶段
全市共有79家单位上报创新奖项目118个

启东经济开发区
在沪作投资环境推介

本报讯 9月18日下午，启东经济开发区在沪举办外商投
资环境说明会。来自意大利、法国、日本、印度等10多个国家的
在沪投资外国企业、律师事务所等嘉宾参加活动。副市长高广
军参加活动。

高广军在说明会上致欢迎辞。他说，启东经济开发区是启
东市新能源、生物医药和半导体产业的承载体，是研发成果产
业化的重要基地。随着启东和上海的交通越来越便利，长三角
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启东经济开发区与上海在各个领
域的合作和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因为区位优势、基础设施、较低
的工业成本、全方位的政府支持和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优惠政
策，越来越多来自上海的企业选择投资启东。作为一座沿海城
市，启东有着海关和口岸，高度的开放和宜居的海滨美景。启东
将用百分之百的热情和一流的专业服务，力克各种困难，全力
推进外资企业的发展。

启东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就园区投资环境作了重点推介。莱
坊咨询工业服务部高级副董事房启亮作了交流发言。（黄燕鸣）

本报通讯员 黄海

【人物名片】
黄善兵，启东人，现任江苏捷捷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先后获得启东市优秀企
业家、启东市金牌企业家、启东市“慈
善之星”、南通市劳动模范等称号。

走进位于启东科创园的江苏捷捷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
产线马力全开，一派忙碌景象；在启东
经济开发区，公司新上的电力电子器

件生产线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1
号、2号主厂房已进入机电施工阶段。

捷捷微电子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
芯片和器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主要采用垂直整合（IDM）一体化
的经营模式，形成以芯片设计制造为
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体系。公司通过20
多年的努力，历经“三次蜕变”，2017年
3月14日，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坐上了功率半导体行业（晶
闸管）细分领域的国内头把交椅。

1995年3月，依靠一条非常简陋的
后道金封生产线，一台自制烧结炉，几台
键压机和测试仪及10多名工人，黄善兵
创办了启东市捷捷微电子有限公司。

创办之初，公司生产的产品是从
外部引进芯片进行封装后再投入市场

销售，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科技含
量不高、生产工艺简单、产品单一，常
受制于人，很难提升市场占有率，随时
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黄善兵清醒地
认识到，要想公司发展壮大，必须凭借
高端产品立足高端市场。

捷捷微电子的第一次蜕变始于
1997年。企业克服了没有技术、没有人
才、没有设备等一系列困难，背水一战，
3年后，成了南通地区首家研制成功2
英寸方形芯片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1.5%。随后，企业1999年筹
建3英寸芯片生产线，2000年研制并批
量生产和销售单、双向可控硅芯片。

完成第一次蜕变后。2006年，捷捷
微电子筹建晶闸管芯片（4英寸）生产
线。2018年公司生产的4英寸芯片的

良品率达到了95%，产品的可靠性等
关键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完全具备进
口替代能力，并通过每年营收5%的研
发投入与技改投入，确保了公司连续
数年2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

2010年，公司研制并批量生产和
销售半导体防护器件芯片、二极管芯
片；2012年，筹建厚膜与组件封装生产
线，并于同年批量生产和销售；2015
年，与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合作
共建“宽禁带电力电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并于2017年3月挂牌深交所上
市，从而实现了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
蜕变，公司主营产品功率半导体器件
（晶闸管）占有国产替代进口部分50%
的市场份额。

本报讯 9月19日下午，2019启
东（上海）产业发展合作恳谈会在上海
金桥红枫万豪酒店举行。上海市浦东
新区区委常委金辉、上海市徐汇区委
常委章新华、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
小平，以及100多名国内外知名企业
家代表、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专家学者、相关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和
我市领导王晓斌、顾云峰、孙建忠等参
加活动。

市委书记王晓斌在恳谈会上致欢
迎辞，并作启东投资环境推介。王晓斌
代表中共启东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向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的到
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支
持启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
最诚挚的谢意。

王晓斌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正
致力于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世界名企云集，全
球精英汇聚，科创水平一流。启东与上
海一衣带水，地域相连，人文相亲，经
济相融，合作交流源远流长。启东始终
把对接服务上海作为最重要的发展方
向和最现实的路径选择。近年来，与上
海合作共建了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
园、上海自贸区启东生物科技创新协
作园、浦东祝桥启东产业园、沪启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协作示范区等一批平
台，近十年来累计有540多个亿元以
上产业项目落地启东、快速发展。去
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为启东接轨上海协同发展开
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启东高质
量发展积聚了强大动能。

王晓斌说，启东拥有交汇交融、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靠江靠海、紧邻上
海的独特区位，宜居宜业、魅力独特的
城市形象，集约集聚、特色鲜明的产业
体系，高质高效、便捷开放的营商环
境。我们将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着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金北
翼”、长江口生态“绿走廊”、跨江融合
发展“新蓝海”。我们将积极策应国家
战略的深入实施，一如既往地提供高
度集成的支持政策，全面建设一流营

商环境，全力打造让投资者称赞、居住
者自豪、外来者向往的创新创业新天
地，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王晓斌重点围
绕政策优惠、产业扶持、人才引进、创
业创新扶持、津贴补贴等方面，对相关
扶持政策作了推介。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康力主
持恳谈会。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
平、拜耳健康消费品产品供应链亚太
区总裁Dr.Dominik Loitz、上海外高

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冲、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何建华
分别发言。

恳谈会上，总投资100亿元的超
细纤维材料生产项目、总投资30亿元
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基地项目、总投
资30亿元的新型防水材料生产项目、
总投资10亿元的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
项目等15个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
投资达224亿元。 （陈丽娣）

本报讯 根据中央和省市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部署安排，市委领导班子
集中安排一周时间，采取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
开展集中学习研讨。9月19日
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
题集中学习，就“坚定理想信
念，加强党性修养，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理论学习有收获”开展
交流研讨。市委书记王晓斌主
持学习会。

学习会上，王晓斌围绕《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姜平围绕《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相关内容，结合思想
实际和工作实际，作了领学。市
委副书记汤雄，市委常委、吕四
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
四港镇党委书记石光辉围绕学
习会主题，谈了心得体会。大家
认为，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
信念，这是新时代对我们共产
党员提出的更高要求。对党性
原则的坚持，源于理想信念的
坚定，而理想信念的坚定，需要
以理论武装来巩固。坚持党性
锻炼，就必须把经常性的理论
学习作为个人爱好和生活习
惯，不断从中汲取政治营养，提
高思想认识，涵养精神动力。

王晓斌强调，要把牢政治
方向，明确为何学。党的创新理
论为进行伟大斗争提供思想武
器，为建设伟大工程筑牢信仰
根基，为推进伟大事业指明前
进方向，为实现伟大梦想凝聚
奋进力量。当前，我市正处于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
胜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
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
思考和把握发展面临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四个伟
大”，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要把准核心要
义，明确学什么。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史新中国史、党章党规党纪等
作为必修必学内容，真学真信、
真懂真用，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
促学，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素
养，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
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科
学体系、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的

理解，从深层次上把握蕴含的坚定政治立场、强烈历史担当、真
挚为民情怀，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真正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作表率；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做到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要把握目
标要求，明确怎么学。坚持目标导向，强化理论学习，创新学习
方式，正确掌握理论、正确运用理论，不断提高学习效果。要全
面系统学，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一篇一篇、逐字逐句地
学深、学透、学懂，真正把理论融入内心世界、内化为心理自觉；
深入思考学，真正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我们观察和分析事物发
展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联系实际学，以新的理论成果引领
新的实践，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在我市进一步推向前进。 （钱爱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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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启东（上海）产业发展合作恳谈会举行
15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224亿元

专注于功率半导体芯片的研发，通过20多年的发展，捷捷微电子已从一个加
工作坊成长为功率半导体行业（晶闸管）细分领域的领头羊——

黄善兵：“中国芯”的三次蜕变

本报讯 9月19日下午，全市农村
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
王晓斌作出重要批示。副市长唐海兵
参加活动。

王晓斌批示强调，“厕所革命”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推动的一项工作，
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改变城乡环境和人
文面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市目
前推进的情况来看，面上存在重视程度
不够，推进速度明显滞后，工作成效还
不明显等问题，希望各区镇引起高度重

视。下一步围绕在南通争先进位的目标
要求，各区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务
请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分管负责人切
实抓好落实，把推进“厕所革命”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紧抓在手，明确目标任务，
落实责任主体，提高推进效率，加强宣
传引导，通过改厕工作的实施，真正改
变村容村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形成良
好的卫生文明习惯，推动农村环境卫生
状况得到根本性变化，助力美丽乡村建
设。同时要加强督促检查，对于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推动的坚决予以追责问责。
自我市部署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工作以来，各区镇以点带面、强势推
进，创新思路、确保成效，加快投入、提
升质量，广大群众实施改厕的积极性
不断提升，改厕工作初显成效。

唐海兵要求，各地各部门思想认识
再强化，统筹推进再强化，质量管控再强
化，资金保障再强化，督查推进再强化，
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群众需求，拿出务实
举措，切实把农村改厕工作抓好，为改善
我市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市纪委监委通报了农村改
厕工作督查情况；市卫健委就农村改
厕工作进行了点评，部署下阶段工作；
南阳镇、惠萍镇、寅阳镇、北新镇作了
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惠
萍镇南清河村、南阳镇耕南村农村改
厕现场。 （黄燕鸣 王海华）

全市农村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

（下转第3版）

项目签约现场项目签约现场 潘杨摄潘杨摄



作为捷捷微电子目前的主打产品晶闸
管系列4英寸芯片及其封测器件，通过多年
优化与技术储备、产品升级，产品的性价比
越来越高，完全具备替代进口的能力。“优

化”的背后，是企业每年数千万元的研发投
入和技改投入以及工艺等升级，技术人才的
大量培养与引进。如今，决定4英寸芯片竞争
力的良品率达到了95%，产品的可靠性等关
键指标达到了国际水平。

目前，捷捷微电子已从单纯的芯片研
发、制造、销售发展到了集研发、芯片制造、
器件封测为一体的IDM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企业芯片50%多用于自封，随封测产能的提
升将自封率逐步提高。2018年，捷捷的芯片

产能达160片，自用封测接近60%。
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今捷捷微

电子员工队伍已扩大到近1000人，资产总
额达16亿元，2018年度销售额实现5.3亿
元，实现利税收2亿多元。

对此，黄善兵并不满足，未来公司将围
绕主营业务，存量与增量并存，以内生增长
为主，通过募投项目建设，提升产能，提升市
场份额与品牌影响力。同时，通过公司资本
市场并购等外延发展以及自身的技术研发、
产品升级和引进优秀的专业技术团队相结
合的办法，来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与技术储
备，拓宽已有产业链，深耕功率半导体器件
领域，做优做强。

黄善兵：“中国芯”的三次蜕变
（上接第1版）

本报通讯员 姜利宾

夜宵，属于平民。温暖因行色匆匆而
寂寞了的胃，抚慰白天无处安放的情绪。
人们在夜宵里完成不同的诉求，寻得释放
与慰籍，这是身处一座城市，最本真的幸
福。

时过立秋，启东的夜宵生意依然闹
猛，从华灯初上直到星月黯淡。这些年，尤
以华山路上的排档一条街最为红火。即使
不在周末节假日，也经常有上海人特地赶
来吃海鲜品农家菜。其实所谓的夜排档，
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摆在户外一长溜的
餐桌椅，取而代之的是连片干净整洁的餐
馆。启东的排档，还得追溯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的那种露天夜摊。

当年漫步夜汇龙，在人流相对密集的
人民路和平路口、江海路口、老汽车站等
闹市街头，你会不时地发现几个不起眼的
露天摊，两人、一车、一炉、一桌，而已。摊
主们一般下午四五点出摊，准备好小菜装
在式样单一的圆盆子里，和单眼灶一起挤
在临时支起的简易搁板上，上覆塑料薄膜
以防尘保鲜。搁板里侧，放张四方桌、几条
板凳供客人就餐，客人上前，随点随炒。

菜式家常，长生果、毛豆节、五香螺
丝、红烧鸡爪，几乎每摊必备。冰镇啤酒放
在搁板下泡沫箱里，拿出来时还冒着丝丝
冷气。简易篷外通常还傍着几个卖鸡肉
串、煮茶叶蛋、兜售小馄饨的小贩，都是做
小生意的，杂处一角抱团生财，也照顾了
食客们的各种口味，别有情致。

十多年前，城市管理升级，所有夜排
档移师民胜路，先是在庙港河畔，后又搬
至现在“大润发”的位置。有别于以前开放
的流动式摊位，那是个相对集中的固定场
所。两排东西走向的简易彩钢棚，面对面
各有五六家摊位。生意兴隆的盛夏，一个
晚上经常有六七十桌同时开席，二三百平
方米的场地上，只见人头攒动、热气蒸腾、
油烟弥漫，三教九流、七叔八姨蜂拥而入，
吆喝声招呼声猜拳声不绝于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入席。另有穿红着绿的外地女
子拉着便携式音响往来穿梭一展歌喉，一
曲10元、20元不等。

当年十多个铺面中，柳柳、大家发、冬
冬等排档因食材新鲜、菜品丰富天天爆
满，旺季时必须提前预订才有桌位。这种
全民狂欢式的露天摊、排档因简陋，终究
存在卫生和环境问题，日渐式微，后被规

划成整齐划一
的店铺，安放
在远离市中心
的华山路、申
港城、果园路。

风雨不愁
的环境、装修
个性的包厢、
设施现代的配
菜间、服务周
到的管理，一
切堪称完美，
可你是否还怀
念星光佐酒的
日子，怀念午
夜街头那忽然
飘 过 的 雨 丝
……人们还是
习惯把相约夜
宵唤作“走！吃
夜排档去！”

城市的白天车水马龙，繁华中带着钢
筋水泥的冰冷，直到夜色阑珊时，方可见
一座城市的真正风情。美食遍地的夜宵承
载着太多东西，城市性格，饮食习惯，普罗

大众的七情六欲，还有店主对
生活的希冀。一座拥有夜宵的
城市，才是活色生香的。

（扫码看更多）

华山路夜排档灯火通明华山路夜排档灯火通明 袁竞袁竞 汤钦云摄汤钦云摄

从华灯初上直到星月黯淡，历经30年变迁，撑起启东美食半壁江山的依然是
夜排档——

越夜越够味的市井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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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妇粗心丢钱包
好心人归还不留名
本报讯 昨天，家住北新镇的尹老伯致电本

报，欲借本报一角，感谢拾金不昧的林先生，祝愿
好人一生平安。

9月18日，尹老伯和老伴起了个大早，骑着
电动车来汇龙镇看望儿女。当他们到达汇龙镇
后，突然发现挂在车龙头上的一只小包不见了，
包里有2700元现金、一张1000元购物卡和一部
三星手机。一辈子务农、没多少积蓄的尹老伯夫
妇非常心痛，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返程3公里
查找一无所获。正当他们无比失落之际，尹老伯
的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有好心人捡到了钱
包正在找寻失主。

半小时后，尹老伯终于与好心人会面。据好
心人透露，他在启东中学西侧的336省道上捡到
了钱包，本想第一时间查找联系人，可包里的手
机没电了，生怕失主等急了，所以他赶紧给手机
充电，开机后联系上了失主。拿到失而复得的包
包，尹老伯夫妇心情无比激动，当即掏出500元
以示感谢，可被好心人婉拒了。这位好心人至今
不愿透露姓名和联系方式，尹老伯经多方打听，
只知道他是启东经济开发区电镀厂的保安队长，
姓林。 （狄佳佳 尹永健）

购进假冒电动工具
销售牟利夫妻领刑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法院对一起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黄某、杨金某被判处赔
偿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万元。

黄某、杨金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至2018
年3月期间，未经合法授权，以营利为目的，购进
假冒“BOSCH”注册商标的电动工具用以对外
销售。2018年3月14日，南通市公安局直属分局
在黄某、杨金某家中查获标有“BOSCH”注册商
标的电锤7台，各类包装132个，经鉴定，均属侵
犯“BOSCH”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物品。2017年
12月底至2018年2月底，黄某、杨金某还对外销
售假冒“BOSCH”注册商标的电锤18台。2018
年10月8日，黄某、杨金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商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和有期徒刑
六个月。

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商标注册人博世公司
享 有 第 547473 号“ 博 世 ”、第 1329333 号

“BOSCH”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受保护。黄
某、杨金某被查获及销售的涉案商品非博世公司
生产，属假冒商品，且两人明知其购进的商品系
侵犯“博世”、“BOSCH”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仍用以销售牟利，依法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据此，市人民法院判决黄某、杨金某赔
偿博世公司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发生的合
理开支）20000元。 （黄晓燕 王芬芬）

本报通讯员 周陈钢 郁剑波

日前，启东公路管理站爱心团队向
2018年录取上海师范大学的河南省兰考
县贫困学生李心如送上学习生活用品，勉
励她在新校园内弘扬焦裕禄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早日成为栋梁之材回报社会。随
后，“爱心达人”宋红斌及妻子王绪芳驱车
100多公里，把李心如送到位于上海奉贤
大学城的上海师范大学校区，并资助其
10000元的学习费用，为她继续大学生活
鼓劲加油。

2015年8月，已资助完9个兰考学生
的宋红斌从兰考团县委获悉，刚刚考上兰
考第一中学的李心如家境贫寒，品学兼
优。宋红斌再一次伸出了助学之手。一晃
三年过去，李心如在宋红斌夫妇的爱心资
助下，圆满完成高中学业并考上了理想的
大学。在此期间，宋红斌夫妇将李心如视
作新生女儿，经常通过书信、电话、微信
等，勉励小李努力学习，将来以优异成绩
报效祖国，还不远千里奔赴兰考看望小
李，给她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慰藉。

宋红斌的“女儿”，也是全体启东公路人

的“女儿”。考虑到李心如即将进入大学面临
的实际困难，启东公路管理站的爱心团队精
心准备，帮小李购置了笔记本、茶杯、旅行箱
等，还准备了助学慰问金，为她未来的学习
生活提供保障。宋红斌夫妇更是关怀备至，
为小李添置了新衣服、被褥、蚊帐等生活用
品，并把小李从兰考老家接来启东家中一起
生活了19天，给予父母般的温情和关爱。

启东与上海一江之隔，临近开学报
到，公路站领导和宋红斌夫妇经李心如父
母同意，让李心如把启东作为“中转站”，
为小李举办了一个简朴的欢送会，又正好

化解了小李父母送女上学的难题。浓浓爱
心温暖学子，欢送会上，小李热泪盈眶表
达心声：一定牢记启东公路站爱心叔叔和
阿姨的无私支持和深切恩情，珍惜大学校
园里的每一天，勤奋学习，学成后用所学
知识帮助父老乡亲走上富裕幸福之路。

从2004年10月以来，启东公路人发
起的“心系兰考助学兴教”活动,15年如一
日持之以恒，累计资助兰考贫困学生251
人，其中有10多名学生跨入大学之门改变
了人生轨迹，不少受助对象走上工作岗位
后成为单位里的中坚力量。

2004年10月，启东公路人发起“心系兰考助学兴教”活动,15年累计
资助兰考贫困学生251人——

为寒门学子铺就人生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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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国防教育日”知识竞赛答题卡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住址 邮编 联系电话

“全民国防教育日”知识竞赛试题

1．国防教育是一项全民性、群众性的社
会系统工程，国防知识是（ ）履行国防义务
所应当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

A. 军人 B．公民 C. 学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十二

条规定，国家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中
国第（）个以法律形式确定国防教育的主题
节日。

A. 一 B. 二 C. 三
3.（），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
A. 2001年8月1日 B. 2001年8月31

日 C. 2011年8月31日
4.全民国防教育日是每年的（）。
A. 9月第三个星期六 B．9月第三个

星期日 C. 9月30日
5.第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宣传主题是

（）。
A.关注国防，就是关心自己的家园
B.国家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C.国防连着你我他，安宁维系千万家
6.“依法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公民国防观

念”是第（）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宣传主题。

A. 9 B．10 C. 11
7.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宣传主题是（）。
A.赞颂辉煌成就、赓续红色基因、支持

改革强军。
B.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
C.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
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
A. 9月3日 B. 9月13日 C. 9月30日
9.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

解除警报三种。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
遍，时间3分钟，属于（）。

A.预先警报 B.空袭警报 C. 解除警报
10.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是（）。
A．《武经七书》的问世 B．《孙子兵

法》的诞生 C．《吴子》的出现
11．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于（）。
A. 抗日战争时期 B. 解放战争时期
C.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2．1927年8月1日，八一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起义
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是（）。

A．彭湃 B. 周恩来 C. 叶挺
13.红军长征是从1934年10月开始，起

点是江西瑞金和（），最后到达陕北根据地。
A. 福建长汀 B．福建龙岩 C广西百色
14．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于（）。
A．1934年 B．1935年 C. 1936年
15．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

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A．宁夏银川 B．甘肃会宁 C. 陕西延安
16．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成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重要开端的是（）。
A．南昌起义 B．八七会议 C. 三湾改编
17．1938年4月开始的台儿庄会战是由

（ ）指挥的，在这次会战中共歼灭日军一万
多人，是抗战正面战场的首次胜利。

A. 张自忠 B．李宗仁 C.白崇禧
18．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后卷

入战争的共计（）国家。
A．59个 B．61个 C．63个
19. 解放战争时期，决定中国命运的三

次战略决战是（）。
A．平型关战役、黄土岭战役、台儿庄战役
B．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潘龙战役

C.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20．我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

是（）。
A．“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B．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C．“平等、互利、不结盟”
21.中俄两国目前是（）关系。
A. 战略协作伙伴 B．全面合作伙伴
C. 合作伙伴
2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每一国

家专属经济区外部界线至领海基线不应超
过（）。

A. 120海里 B. 200海里 C．220海里
23．精确制导武器是指采用精确制导技

术，直接命中概率在（）以上的武器。
A．70％ B．60％ C．50％
24．化学武器是一种（）武器。
A．现代高技术 B．气味难闻的
C. 大规模杀伤性
25．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用地空

导弹击落敌机是（ ），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

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
A．1959年 B．1960年 C. 1962年
26．我国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A．1964年 B．1962年 C.1960年
27．我国首次运用一枚火箭发射了三颗

卫星是（）。
A．1981年 B．1983年 C. 1980年
28．从建军之日起到建国初期的1954

年，我军实行的是（）兵役制。
A．义务 B．志愿
C. 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自（）起施

行，至今已3次修改。
A. 1984年10月1日 B. 1998年12月

29日 C. 2009年8月27日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总则

第（ ）条，为了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发扬
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防法和教育法，制
定本法。

A．一 B．二 C.三

参赛需知
全民国防教育日，是国家设定的对全

民进行大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为
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
全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
和军事技能，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
持、参与国防建设，特在《启东日报》刊登
主题知识竞赛试题，希望读者踊跃参与。
参赛规则如下：

一、答题方式
竞赛题型为单选题，在答题卡上把正

确答案对应题号的“○”用钢笔或签字笔
涂黑即可。

二、参赛方式

参赛者在答题卡上方准确填写相关
信息并将答题卡寄至：启东市长江中路
723号市双拥办；邮编：226200，联系电话：
69919557。截止日期 2019 年 10 月 7 日（以
寄出邮戳为准）。重复参赛者答题卡无效。

三、奖项设置
竞赛成绩应答准确率80℅以上的参赛

者即可参与抽奖。设奖项30个，奖品价值
100元左右。获奖名单将在《启东日报》公布。

奖品不邮寄，获奖者一律凭本人身份
证到双拥办领取。

中共启东市委宣传部
启东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