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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如城街道迎新社区联合市绿芽亲子悦读社开展“童心向党”主题教育活
动，小朋友们聆听老兵讲红色故事，并为社区群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融媒体记者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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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宛竹）为全面加强应
急处突实战能力，积极构建常态化、实战化的练
兵机制，切实提升全市各部门应急联动协作水
平，7月31日，市公安局牵头多部门联合开展
2020年如皋市危化品泄漏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演
练。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晓彬参加活动。

此次演练模拟的情景是一辆装载有易燃液体
苯乙烯的危化品运输车在科技路三农国际城路段
被同向行驶的一辆普通货车追尾，苯乙烯发生泄
漏，货车驾乘人员均受伤昏迷。演练中，市公安
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参演单位迅速完成危化品泄
漏突发事件交通管制和分流、被困人员现场施救
等预定应急科目，展示了我市应急联动力量的资
源整合能力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陈晓彬表示，通过此次演练，各部门各单位
要固化应急演练的经验成果，明晰部门职责任
务，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工作；要实化应急处置
方案要求，落实工作要求，加大应急队伍的装备
配备和人员保障，进一步提高应急组织能力；要
优化应急处置工作体系，充分认识当前危化品运输
交通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进一步提升
应急处置水平，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的社会损害。

本报讯（通讯员欧阳毅 贾浩珍 融媒体记
者周鹏）为切实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加强提
办双方沟通交流，7月29日,市水务局举行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见面汇报会。

“今年市水务局承办的24件建议提案主办件
中，涉及河道整治工作方面的15件，涉及河长制
工作方面的 6件，涉及工程管理工作方面的 3
件，都是水务局当前工作推进的重点。”会上，市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向代表、委员汇报了市水务局
建议提案办理基本情况、主要措施和推进落实情
况。在听取汇报后，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畅
所欲言，就建议提案内容展开积极讨论，纷纷提
出各自的建议与意见。市水务局具体承办相关建
议提案的负责人员针对代表、委员的提问进行了
现场回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致认为市水务
局十分重视建议提案答复办理工作，态度诚恳、
工作扎实，对建议提案答复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本报讯（通讯员仲伟珉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近日，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红色先锋”志愿服务队来到东陈镇开展走访慰问老兵活
动。

当天，志愿者们先后走访慰问了多名老兵。每到一处，志愿者们
都会详细了解老兵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为他们送上节日慰
问品。在老兵丁正林家中，老人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讲述了
自己几十年前的从军经历，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认真聆
听，深切感受老战士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活动中，志愿者们纷纷
表示，今后将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温度把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
作做得更好更实。

本报讯（通讯员冒爱锋 融媒体记者顾忠
兵）近日，市民政局党组扎实开展“爱心献功
臣、一助一帮扶”活动，走访慰问困难退役老
军人，积极开展军地结对共建活动。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该局党员干部深入白
蒲镇家庭困难退役老军人家中，带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问候。大家与老人们促膝而谈，深入
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所虑所扰，及时帮助他
们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真正把党和政府关怀
送到困难退役老军人的心坎上，让他们共享祖

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开展军地结对共建活动。该局党员干部前

往市消防大队开展军地结对共建活动，对消防
员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辛苦付出表示
敬意，并带去慰问品，给消防员送上“夏日清
凉”，让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座谈会
上，该局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了消防大队基本情
况的介绍，详细了解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情况，
对他们为我市消防安全、百姓安居乐业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诚挚感谢。

市民政局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花志军 融媒体记者吴青
青）连日来，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开展了为期12
天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入户调查采集工作，目前
调查采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我市是此次全省抽样调查的20个县 （市、
区）之一。此次调查涉及我市11个镇（区、街
道）的13个村（社区），从城乡居民每周参加1
次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组织形式
等方面，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了走访。为了
确保全民健身活动状况入户调查采集工作的准确
性和时效性，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专门举行了调
查员培训会，对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工作实施
办法和调查问卷填写方法进行讲解，并对问卷填
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作了重点强调。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张颖）为进一步营造全
社会拥军优属的浓烈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
同做好拥军优属工作，7月31日，我市举行拥军
优属优惠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副市长张百璘出
席活动。

据了解，接下来，文峰大世界、吾悦广场等
114家商贸企业，将为全市5万退役军人及其他
优抚对象送上优质服务和优惠销售。张百璘指
出，“拥军优属优惠月”活动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具
体行动，也是聚焦“六稳”“六保”，促进消费推
动经济发展的一项具体举措，要积极发挥商贸企
业在拥军优属事业中的特色作用。他希望参加活
动的商贸企业和广大商家要全面落实好优惠方案
内容，将优质服务和优惠销售落到实处，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市工商联要宣传好此次活动，引导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事业，不断推出更多
更好惠及广大现役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的服务举措，着力构建政府强力主导、服
务体系积极作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退役军人
工作崭新格局和生动局面，切实提高军人的荣誉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开创我市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律师坐班和领导接访制度，可以为当
事人获取法律帮助，有效维护残疾人切身利
益。”7月30日，市残联、江苏敏政律师事
务所开始“坐班制”接访，现场听民声、解
民忧、出点子，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咨
询服务。

市残联理事长戴斌、江苏敏政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洪培走进市残联接待大厅，开始一
天的工作。上午9点，城北街道邓园社区29
组市民陈照明走进大厅，代替精神残疾儿子
陈发保就搬迁补偿款被第三人领走等相关问
题，向李洪培律师咨询，得到律师详细解答
和建议后，陈照明满意离开。

在残疾人法律救助服务过程中，市残联
整合部门资源，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市司法局、市民政局等9个部门协调联
动，在市残联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开辟残疾人法律救助“绿色通道”，方便残
疾人寻求法律救助，为他们提供普惠、精
准、及时、便捷、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当残疾人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找
相关部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可以到市残疾
人救助工作站寻求帮助，我们工作人员会从
法律的角度帮助维权，为他们主持公道。”
仲远彬家住如城街道许庄社区14组，患有
肢体三级残疾，平时只能靠失地补偿艰难度
日。原来，仲远彬在农村代课12年，在乡
镇企业工作20年，但至今未享受政府优惠
政策，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多年的历
史遗留问题。

在残联接待室，律师李洪培和戴斌认真
细心地为仲远彬解惑答疑，引导他通过合
法、合理途径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听了李
洪培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讲解以及戴斌的相关
政策解答后，仲远彬满意地说：“李律师和
戴理事长给我普及了很多专业知识，不管是
调解还是打官司，我都知道该怎么办
了。”

“工作站成立后，将为一户多残、重度
致残等各种有困难的残疾人，提供现场法律
咨询服务。”戴斌告诉记者，像仲远彬这样
的“不懂法”的残疾人还有很多，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残疾人难题，市残联邀请江苏敏政
律师事务所律师每月来残联“坐班”，为残
疾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对于设立这样一个免费咨询的法律服务
窗口，九华镇九华社区10组的残疾人邱滨
拍手称好。邱滨说，如果不是知道有这样一
个法律服务窗口，自己只能通过上网查找相
关案例来自我解答疑问，或者是和朋友商量
怎么解决，“这些都不是最权威的，要真的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是需要专业律师的帮
助。”

据介绍，通过律师“坐班”、“领导接
访”的形式，当天坐班律师共接待来访的咨
询法律事件4件，咨询的内容涉及劳动争
议、侵权纠纷等方面，切实维护了残疾人的
合法权益。

□通 讯 员张 鹏 殷雨航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党支部这次开展‘流动党员集
中联系’活动，让我们这些在外的党
员和党的距离更近了，对党组织的
归属感更强了。”搬经镇搬东社区第
一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员姚涛这样
说。连日来，搬经镇各基层党组织积
极响应市委“流动党员集中联系
周”活动，“线上+线下”主动联
系，充分了解掌握流动党员的思想
和工作动态，组织流动党员参加组
织生活、专题教育，听取流动党员对
党组织及家乡建设的意见建议，进
一步增强了流动党员的凝聚力。

织网安家 筑巢引“流”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管

理，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
心力，搬经镇党委采用新建、撤并
等方式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
设立104个网格党支部。强化在外
党员的沟通联系，通过筑巢引

“流”，引导“流出党员”积极“归
队”，做到流动党员“离家不离
党，流动不流失”，引导流动党员
同心“归巢”。

“红色家书” 见字如面

搬经镇党委发布“致全体流
动党员的一封信”，各基层党组织
根据外出流动党员现住址，向流
动党员寄送“红色家书”。随寄的
家书“礼包”内还有一份建议意

见征集表，一本红书和一枚党
徽。希望流动党员能够时刻铭记
党员身份，牢记服务宗旨，自觉
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树立共产党员良好形象，为
党旗争辉添彩。

组织谈话 思想共识

各基层党组织书记结合端午等
节假日期间外出党员集中返乡的契
机，采取集中和个别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详细介绍村
（社区）近年来的工作情况，了解
流动党员们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
况，要求流动党员们积极参加流入
所在地单位、社区党组织的各项活

动，以新时期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同时还要为家乡发展建言献
策，牵线搭桥，促进家乡经济和社
会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视频党课 学思践悟

为了让在外流动党员能及时了
解最新的学习内容，搬经镇各基层
党支部充分发挥现代网络的便捷优
势，开展流动党员“微”党课的学
习模式，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为
在外流动党员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党课，结合最近的时事政治、政
策方针，引导党员学思践悟，增强
了在外流动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
观念和归属感。

积分考评 创先争优

搬经镇各基层党组织认真贯彻
落实党员“积分制”管理，以“小
积分”激励流动党员争先创优的意
识，实行“月打分、季排名、年表
彰”，流动党员参与组织活动的积
极性明显高涨，有效增加了他们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 讯 员陆晓东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集中联系 引燕归巢

搬经镇流动党员“离家不离党”
我市举行危化品泄漏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演练

我市积极推进
拥军优属工作

市水务局举行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见面汇报会

我市完成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
入户调查采集工作

门槛更低 范围更宽 渠道更多

“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为残疾人“讨说法”

八一建军情 走访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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