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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南通智能制造学院揭牌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6 月 12
日，富士康南通智能制造学院在通
州中专揭牌，这是我区职业教育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校企
一体化合作办学的重要成果。
作为深化教育改革、深化职业
学校内涵建设，提升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通州中专早
在 1995 年就开始了与富士康的校
企合作，2008 年，富士康通州职教
中心成立，去年富士康与通州中专
筹建智能制造学院，并捐赠了价值
700 万元的机器人，设立了工业机
器人实训基地。到去年底，
通州中
专已为富士康科技集团输送各类
中高级技术人才与管理干部 1800
余名，分布于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
23 个生产基地，成长为企业技术
与管理骨干。此次智能制造学院
将深化产教融合理念，持续举办富
士康定向班，整合校企资源，探索

并打造产学研高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为企业培养急需的制造人才，
并以富士康“高端装备智能制造”
建立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示范线，
为省、市企业提供产业升级整体方
案解决赋能服务。
富士康科技集团经理朱红军
说，多年来，通州中专为富士康的
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输
送的人才品行优秀、吃苦耐劳、理
论和实践知识扎实，得到了所在单
位的一致赞赏。他表示将支持智
能制造学院建设，培养更多适应企
业发展的智能制造型人才，
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
副区长樊小燕出席活动并为
学院揭牌。
揭牌仪式后举办了“升级 融
合 超越”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主题
发展论坛。

强服务促发展

刘桥镇项目建设结硕果
本报讯 （记者李越文 通讯员
刘淑芬 丁鹏鹏）近日，位于刘桥镇
的艾利纺织有限公司施工现场塔吊
高耸，建筑工人们正在对 1 号车间
进行地基浇筑作业，2 号、3 号车间
的主体框架也在有条不紊地建设
中。
艾利纺织项目今年 2 月份开
工，总投资 1 亿元，建设三幢高标
准厂房，总建筑面积 1.4 万余平方
米，预计 8 月份完工。该项目的快
速建设离不开刘桥镇政府的优质服
务。“从征地到开工建设，镇政府
专门配备了一套班子提供全程帮办
服务，加快了项目推进步伐。”艾
利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金泉介
绍。

今年来，刘桥镇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强化跟踪服务，取得明显成
效。一季度，全镇新开工亿元项目
2 个，竣工项目 2 个，
转化达产项目 1
个，在全区项目建设评比中获得第
五名。二季度，该镇正全力冲刺，力
争实现新开工亿元项目 1 个，竣工
项目 2 个。
对于落户的项目，刘桥镇加强
跟踪服务，让企业“走得远”
“ 飞得
高”。南通华盟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原为港闸区一家专业从事船舶配套
产品和机舱间维修设备开发设计与
生产的大型加工制造企业。去年上
半年，在刘桥镇大力招商下，公司决
定整体搬迁，投资 1 亿多元在刘桥
镇建设新厂区。通过镇政府的帮办

代办服务，公司于去年底顺利投产，
厂房面积由原来的 6 亩扩大到现在
的 24 亩，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夯实了
基础。
但刘桥镇党委、政府的服务并
没有就此止步，得知华盟船舶生产
的多项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
一直和武汉 701、上海 708 等船舶
专业设计研究院所有着密切合作，
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指
导，帮助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
“今年 1 至 5 月份，公司已经生
产了二十多条船舶的配套设备，销
售额两千余万元。”
南通华盟船舶机
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於毅说，
“公司搬
迁后，镇领导也经常与我们交流，关

心企业最近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领导们都在为企业着
想。”
刘桥镇党委书记顾灏表示：
“下
一步刘桥镇将强化项目招引，主动
出击，精准招商，紧盯上海、苏南等
地产业转移，提高招引项目的体量
和质量。同时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狠抓项目服务、强化平合载体建设、
完善配套设施，全力做好项目建设
中的即时服务，确保项目早开工、早
见效。”

推动水生态环境“蜕变”

九圩港（石港段）
生态护岸工程近尾声
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员徐
玉婷）6 月 4 日，在九圩港石港段，
七八名工人正在河边打桩、护坡，
整个九圩港（石港段）生态护岸工
程已近尾声。
近年来，因过度开发利用，九
圩港（通州段）出现了排污口多、水
质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九圩
港（石港段）全长 10.27 公里，该段
河道护岸工程是 2018 年度通州区
骨干河道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工程
之一，总投资 1002 万元，分为浆砌
挡土墙护岸和柱板式护岸两种形
式，促进水环境综合治理、河道生
态修复。石港镇水利站水利工程

粮食生产
机械化

师于建国介绍，浆砌挡土墙护岸总
长 820 米，已施工 780 米；
柱板式护
岸总长 2039 米，已施工 1800 米。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我
们将协同监理方加强对工程的监
管，督促施工单位在确保安全生产
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调度机
械、人力和物力，
加快施工进度，
确
保整个工程 6 月底前完工。”于建
国说。
接下来，石港镇将积极实施九
圩港（石港段）沿线绿化，
加快构筑
连续完整、结构稳定的绿化生态系
统，推动水生态环境
“蜕变”
。

金沙街道万顷
良田由国有农业企
业苏垦农发海安分
公司承包经营，
目前
已形成 6190 亩的种
植规模。承包公司
投 入 300 多 万 元 购
买大型机械设施，
为
项 目 区 实 现“吨 粮
田”目标打下了良好
基础。 陈啸天 摄

深入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斗争

我区部署民间放贷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邱浪）为认真
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坚决打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相关部署，
严厉打击“套路贷”
“ 现金贷”等非
法放贷活动，近日，我区召开地方
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民
间放贷专项整治工作会议。
会议通报了省金融领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专题会议精神，
重点
解读了全区民间放贷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区民间放贷专项整治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结合方
案内容对各自领域具体事项进行
业务指导。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刻认

识当前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尤
其是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工作的重
要意义，高度重视，对照要求，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强化宣传教
育，上下联动集中宣传报道，营
造强大舆论声势；深入开展线索
摸排，发现线索立即深挖彻查，
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全
区金融领域扫黑除恶及民间放贷
专项整治工作。
会上，各镇（区、园、街道）围绕
今年以来本辖区内金融领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和经验做
法作交流发言。

疏堵结合

先锋街道全力推进
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工作
本报讯 （记者周优优 通讯员
朱晶晶 朱勇）6 月 9 日上午，先锋
街道苏家埭村 10 组农田边，两台
大型收割机正在田野里来回穿行，
小麦的收割、秸秆粉碎等程序一次
性完成，而负责运送麦子的卡车也
早早等在田头。
秸秆切碎后直接还田是秸秆
综合利用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目前
大力推广、应用最多的模式。据
悉，全街道有 500 多亩的小麦集中
在苏家埭村，推行“全托管”模式，
播种、培管、收割、还田全部实行机
械化，保证了秸秆还田率 100%。
街道还有五六千亩油菜分散
种植在各村（居），
为确保秸秆禁烧
与综合利用工作同步推进，
街道严
格按照标本兼治、疏堵并举、综合
利用、属地管理的原则，从源头上
抓治理，从利用上抓疏导，从督查
上抓落实，强化舆论引导和监督，

广泛宣传秸秆焚烧的危害和综合
利用的途径，
“严禁焚烧秸秆，
净化
生态环境”
等标语随处可见。
从上月底开始，街道各村（居）
实行定专人、定职责、定区域、定岗
位、定时间、定要求的网格化管理，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设专人值班看
守。苏家埭村村干部顾佳佳从月
初开始，每天守在田间，指导秸秆
回收人员把一捆捆秸秆装车运往
集中堆放点，还不时告知村民焚烧
秸秆的危害性，
“ 除了协助村民做
好秸秆回收工作，我们也加大了巡
查力度，确保没有一个火点，保护
生态环境。”
顾佳佳说。

环境保卫
城管先行

问：危大工程施工方案是否
需要方案交底、安全技术交底？
答：需要。根据《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专项施工
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

技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
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并
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我区开展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轮训
本报讯 （记者沈维维）6 月 11
日，我区举办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
记轮训暨第十七期区管退休干部培
训班，邀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
平作《政治建设是执政党最首要任
务》专题辅导。全区近百名离退休
干部参加学习活动。
黄正平从概念与政治建设的发

展脉络、政治建设是新时代的重大
命题、政治建设的目的与路径、当前
政治建设的任务四个方面，阐述中
国的政治建设情况和国情现状，给
离退休干部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老
干部们听后深有感触，纷纷表示，政
治建设是我党永葆生机的法宝，只
有将政治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

置，才能建立起统一的政治信仰和
政治思想，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团结
一心，国家才能真正富强。
培训课还对《关于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进
行了深入解读。
近年来，区委老干部局不断加
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引导广

大离退休干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充分发挥传递正能量的积极作用。
广大老同志积极助力，通过参与全
区的项目建设、牵线招商引资、生态
环境建设等工作，为推动我区更好
更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唐闸民族工
业风情小镇、南通高铁新城平潮镇。

金沙街道专场文艺演出宣传安全生产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葛宏亮）
“劳动保护用品主要有哪
些”
“ 建 筑 施 工 的‘ 三 宝 ’是 什
么？”……主持人在台上提问，观众
在台下积极回答。6 月 10 日晚，金
沙街道在城区人民公园举办“安全
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安全生产专场

文艺演出，寓教于乐。
今年以来，金沙街道安全生产
形势平稳。6 月是全国第 18 个安全
生产月，主题是
“防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街道决定加大宣传力度，提
前与各村（社区）业余文艺团队沟
通，以安全生产为主题，专门为本场

演出创作了《自己的安全自己管》
《多快好省》
《安全连着你我他》
《安
全为天》等新作品，
演出形式涵盖了
群口快板、相声、诗歌、合唱等。
内容贴近生活、表演生动活泼
的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演出中，
还播放了消防安全警示片。市民张

钧说：
“安全生产关系着千家万户的
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身体力
行，为‘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出
点力。”

更换导线 维修线路 清理树障

我区提前打响电力迎峰度夏保卫战
本报讯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吴庆华）6 月 10 日下午，10kV 磨框
线 307#杆上，记者看见供电人员正
在对刚换的绝缘线进行紧线（见右
图，
徐艳梅 摄）。这天，600 米长的
磨框线全部由裸线换成了绝缘线。
去年我区夏季用电最高负荷达
110.18 万千瓦，今年以来的最高负
荷出现在 1 月份，
为 93 万余千瓦，预
计今年最高负荷将近 120 万千瓦。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南通供电公
司通州营业部早部署、早行动、早准
备，提前打响迎峰度夏保卫战。加
大设备管理力度，加强线路巡查，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消缺，通
过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及时监控线
路、设备运行情况，
确保电网主设备
零缺陷安全运行。磨框线施工现场
负责人肖毅说：
“ 夏季到了，用电量
较大，原来的线路陈旧，打雷下雨易
跳闸，为了用户安全可靠用电，我们

要在高温来临之前把导线全部换
好。”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
供电部门
已更换导线 18.67 公里，维修农村低
压线路 303.5 公里，分拆重载线路 7
条，新增变压器 173 台，有效解决用
电
“卡脖子”
现象。由于夏季台风频
频，线路下方的高大树木就成了电
网安全运行的隐患，今年清理树障
也被作为迎峰度夏的重点措施之
一，供电部门提前和园林绿化、路政
等部门对接，加大清理力度，截至目
前已清理树障 1549 处。
与此同时，供电部门还精心编
制了有序用电方案，启动各项保电
及应急预案，科学合理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保障居民、企业及一些涉及
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等重要用电需
求单位和场所的安全可靠用电。面
对气温一路攀升的情况，供电部门
已备齐配足各类备品备件和抢修物
资，200 多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各类

应急抢险装备均处于备战状态，全
天候受理客户业务咨询和故障报

修，确保快速处理可能出现的供电
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