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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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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堆放场所应当采取哪
些措施防止大气污染？

2019年夏粮生产获丰收

尽管今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得益于单产恢复性增
长，夏粮产量增加。2019年中国夏粮总产量 14174万吨，
比2018年增加293万吨，增长2.1%。我国夏粮单位面积产
量 5378 公斤/公顷，比 2018 年增加 180 公斤/公顷，增长
3.5%。分地区看，全国 25个夏粮产区中有 19个省(区、市)
夏粮单产增加。其中，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夏粮每
亩产量增加15公斤以上。

符合条件者纳入低保和临时救助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切实做

好化解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的通知》，对去产能职工
安置工作做出安排。符合条件的在岗职工、下岗职工和失
业人员，将被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和工会帮
扶救助等范围。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巴黎宣布，法国将于今年9月
成立太空军事指挥部，加快法国太空军事的发展，应对未
来在太空可能发生的冲突。法国媒体认为，法国之所以此
时提出要成立太空军事指挥部，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2月要求美国国防部起草成立太空军法案，美国此举可能
引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

法国宣布将成立太空军事指挥部

同比增产293万吨

八部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化解
过剩产能中职工安置工作的通知》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经济社会
发展离不开法治护航，2019年上半
年，通州法院不断强化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大
局，改革驱动，着力完善司法责任
机制，各项工作实现新进展。据统
计， 1～6 月，全院新收各类案件
9571件，同比上升3.45%，结案8014
件，同比上升1.43%。刑事审判庭被
市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荣誉称号，
张芝山人民法庭被市中院表彰为

“优秀人民法庭”。

法槌重击安民心

近日，一起聚众斗殴案在区人民
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被告人
卢某等四人为了替自己运输公司的
客户抢夺草莓货源，纠集了一帮人携
带木棍到草莓园“闹事”，造成两人受
伤。

这是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的一
起涉“市霸”案件。自中央部署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通州法院作
为审判机关，冲在扫黑第一线、站在
除恶最前沿，以坚决的态度、坚定的
意志，全面履行审判职责，扎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院长陈炎说：

“我们时刻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从严
打击的高压态势，把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
抓实抓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为切实提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实效性，通州法院科学设置专业审
判团队，以加强涉黑恶案件的审理为
重点，将有限的审判资源向刑事审判
工作倾斜；严把法律政策，提高审判
质量，先后组织多场业务培训，深刻
领会刑事政策，站在政治大局谋划扫
黑除恶审判工作；用好法律武器，严
惩涉恶犯罪，如期完成涉黑恶案件

“清零”目标。
天平担当扫黑恶，法槌重击安民

心。2018年以来，通州法院审理聚众
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九大类
案件83件，215人被判处刑罚，决定逮
捕 75人。目前我区重大涉黑恶案全
部审结，共审结黑恶势力犯罪及集团
犯罪案件 5件 41人，切实保障了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服务大局善作为

走进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临江码头，散货船、半潜船等
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中。

2014年 12月，南通象屿所在地、
曾是南通最知名三大造船企业之一
的明德重工宣布破产。两年后，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中海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和南通通宝船舶有限责任公
司合资成立南通象屿海洋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并出资 5.76亿元对明德重
工进行收购，这片沉寂了两年的船舶
工业高地又重新焕发生机。明德重
工破产案还被入选全省 2018年十大
典型案例。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
推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产业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企业破产、知识产权
保护、环保非诉执行等案件呈上升趋
势。通州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
用，审判工作围绕全区高质量发展大
局，以企业破产市场化、法治化、常态
化为导向，服务供给侧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健全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
制，盘活了大量闲置资源，化解了众
多信访矛盾。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通州法院
全力促进经济转型得到肯定，区委书

记陈永红作出批示：“近年来，区法院
贴近中心强化破产审判功能，精准发
力服务供给侧改革，体现了敢于担
当、积极作为的工作精神。”

据统计，3年来，通州法院共审结
破产案件 20件，通过破产清算、重整
或和解，盘活破产企业闲置财产24.53
亿元，释放闲置土地资源 815.46亩，
破产财产变现纳税 1.36 亿元，清偿
4154名职工债权 1.60亿元、银行金融
债权 3.16 亿元、税务债权 434.68 万
元。

除了造船业，家纺产业是通州的
另一个特色产业。7月4日，通州法院
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成功举办了“知识
产权保护与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主
题论坛。该论坛邀请了 12位专家为
助力知识产权保护“引擎”更加强劲、
驱动家纺产业更加繁荣建言献策。

为充分发挥司法保护对自主创
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和

“孵化器”功能，通州法院将地方经济
发展的亮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焦点，在
创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家纺产业发
展方面积极探索：在南通家纺城设立
首个面向专业市场的巡回审判庭、率
先推行版权保护一小时机制，形成通
州、海门两地版权司法保护统一格局
…… 【下转A2版】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通州区人民法院深化司改提质效

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董卫彬）7月
12日，刘桥镇敬老院的五保户钱军成为通州遗
体和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当天，他捧着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颁发的红色《志愿捐献遗体纪
念证》笑得合不拢嘴：“我终于了却了一桩心
愿。”

钱军今年 70岁，在他 12岁的时候因为受
寒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并且病情越来越重，发
展到后来手脚严重变形，逐渐丧失了劳动能
力，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2006年，钱军住进了
刘桥镇敬老院，成为政府集中供养的五保老
人。“这么多年来，有多苦也只有自己知道，不
过说心里话，没有政府的帮扶，我肯定走得更
加艰苦，或者可能会活不到现在。”钱军说，自
己在电视上看到了有人捐献遗体、捐献器官的
报道后，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有了更大的意
义，“捐赠遗体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活着的时候
没有能力回报社会，死后能够服务社会，贡献
国家，为培养医疗人才尽点力也是好的。”在刘
桥镇敬老院院长陈锋及镇政府的帮助下，钱军
联系上了区红十字会，表达了去世后捐献器官

和遗体的意愿。区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后，表示
针对他的情况为他提供上门服务。

遗体捐献是指公民逝世后将遗体捐献给
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遗体捐献者又被称为

“无语之师”。老人的大义行为令在场者深感钦
佩，敬老院一位姓沈的老人也当场表示了日后
要捐献遗体的意愿。

“钱老捐献器官和遗体的行为令我们感
动。目前器官捐献这一块，我们国家的供需比
例严重失调，每年约 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然而每年成功捐献的只有一万人左右。遗体捐
献的人就更少了。我们感谢老人的大义行为，
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并支持器官和遗
体捐献工作。”区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赞！
通州一七旬老人自愿捐献遗体

区红十字会上门服务

“一创三争”活动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激活力、提能
力、添动力，中层干部队伍的创新力、执行力得到明显提升，
全系统形成“创建好班子，争当好班长、好助手、好标兵”的浓
厚氛围。

队伍建设思想先行。区市场监管局扭住思想总开关，打
好思想解放“组合拳”，通过开展全员大讨论、中层“大拷问”、
实践大调研等活动，挖弱点、找差距，引导中层干部跳出业务
想问题、放高眼界解问题，建立了打基础、蓄后劲的学教机
制，不断提升中层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对中层干部，通过

‘学、选、考、管’，充分调动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发挥好中流
砥柱作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孙昱说。

绩效考核是根指挥棒。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绩效考
核的导向作用，严考严查激励争先创优。建立了论实绩、重
激励的考评机制，真正做到在目标上“跳一跳”，责任上“压一
压”，绩效上“比一比”，作风上“紧一紧”，激励中层干部比闯
劲、拼干劲、赛韧劲。该局将98项重点工作全部分解到部门、
落实到责任人，挂图作战，时序推进，实施月通报、季讲评、年
评比，每月颁发流动红旗、黄旗，激励中层干部扛红旗、争第
一。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区市场监管局打破常规，建
立了强本领、崇实干的选用机制，让年轻干部在艰苦岗位、一
线战场磨炼，真刀真枪摔打，增强履职本领。年轻干部被放
到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监管、执法等重要岗位上“加钢淬火”，
先后有23名年轻干部走上科室负责人，基层分局长、副分局
长的岗位。先锋分局的倪彦杰去年被评为区青年岗位能手，
今年4月份在全局的年轻干部“选、考、讲、评”活动中，他又获
得多项第一，“岗位练兵检验了我的理论知识，锻炼了业务能
力，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倪彦杰表示。

目前，区市场监管局中层干部平均年龄40岁，这是该局
立标准，严格程序“选”干部、精心培养“育”骨干、树立标杆

“激”队伍的结果。该局建立了优秀年轻干部库，通过基层推
荐、理论考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综合评价，一批优秀年轻干
部脱颖而出。同时，组织“业务大学堂”“成长学苑”培训班等
加大培养力度，开展“学习标兵”“市监之星”“监管执法能手”
等评选，让他们在爱岗敬业、争先创优的氛围中加快成长。
近年来，该局先后有三名中层干部受到国家总局表彰，一人
被团省委评为“江苏好青年”，一人被团区委评为“新长征突
击手”。

破束缚、立导向，破常规、立标准，区市场监管局的干部
队伍更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区市场监管局局长曹勇
说，他们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举措深化“一创三
争”活动，进一步激发干部潜能，提升队伍素质，培养旗帜型、
塔尖型、全优型中
层干部，并以中层
带全局，激活一池
春水，形成能人带
众人、众人成能人
的干部队伍建设良
好格局。

记者徐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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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带众人 众人成能人

区市场监管局
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

深南电路二期项目是今年南通
高新区实施的又一重大项目，总投资
11.7 亿元，主要研发生产具有高精
度、高密度、高可靠性等特点的多层
印制线路板，整体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超40亿元。

卑多敏 王冰 摄影报道

项目建设
马不停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