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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 薛海荣）昨天，苏
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潘
春华来太调研应急管理工作。副市
长郑丙华陪同调研。

潘春华在实地调研了市综治中
心和城厢镇安监办，并听取了我市
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对
我市的应急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太仓的“多网融合、一
网统管”安全生产监管治理模式，发
挥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和防灾减
灾的功能，有力促进了安全生产网
格化、专业化、社会化，进一步推进
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有力提升了全市的安全生产水

平。同时，潘春华也对我市如何进
一步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

近年来，我市坚持聚焦安全生
产主业，聚力服务保障企业，聚智
数据分析应用，不断完善“大数
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形
成了以“广覆盖、高智能、强专业、
大联动”为特点的“多网融合、一
网统管”安全生产监管治理模
式。同时，我市以健全指挥协调
机制、加强应急力量建设、提升应
急救援能力为重点，充分发挥社会
各方力量，扎实推进我市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

多网融合一网统管
我市安全生产监管治理模式受肯定

本报讯（记者 李华）昨天下
午，全市秋收秋种工作会议召开，
进一步分析秋粮生产形势，部署秋
收秋种各项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稳
产丰产。副市长韩飚出席会议。

今年我市水稻大面积生产形势
总体较好，群体均衡，穗型较大，灌浆
充足，具备了丰产丰收的基础，预计
全市水稻平均亩产625公斤，较去年
略增。各镇（区）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技术措施，指
导集体农场、合作社、种粮大户务必
抢抓时机，抓紧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预计秋忙期间，全市将投入大
马力拖拉机550余台、联合收割机

260余台、小麦播种机270余台，全
面确保秋忙农机正常作业。因此，
一定要制定好工作方案，科学调度
农机具和农机手，合理规划作业区
域和作业时序。此外，全市369台
粮食烘干机械在秋收秋种期间将全
部开足马力进行烘干作业，提高应
对不利天气的能力，全力保障秋粮
颗粒归仓。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部署了全
市秋收秋种工作，市发改委部署了
全市秋粮收购工作，太仓生态环境
局部署了秋收秋种期间秸秆禁烧工
作，市气象局通报了秋收秋种期间
天气分析情况。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倩）记者
从市公路部门获悉，受使用年限以
及重载交通等影响，204国道太仓
段病害严重，对道路通行造成安全
隐患，自9月初起，公路部门组织抢
修力量，对204国道太仓段进行大
中修。

近日，在大中修现场，记者看到
施工人员正在对病害路面进行铣刨
作业。此次大中修对行车道进行
功能性修复，根据病害程度不同，
铣掉损坏路面再重铺，以提高路面
平整度。

据了解，204国道于2005年改
造升级，至今已有16年，路面已达
到其使用年限。同时随着交通量不
断增长，重载、超载车所占比重较
大，外加高温雨季等影响，路面病害
问题较为突出。本次大中修针对半
幅病害机动车道进行单车道封闭施
工，为尽量减少对交通通行的影响，
施工方加大人员机械的投入力度，
采用当天临时封闭，当天开放交通
的方式加速推进大中修进度。204
国道大中修面积约65000平方米，
计划于11月底全部完工。

提升道路通行品质

204国道太仓段大中修

本报讯（记者 李孝忠）昨天，港
区政务服务中心“两在两同”建新功
主题活动暨党群驿站启用仪式举
行。这标志着港区政务服务迈出了
崭新步伐。

自设立启用以来，港区政务服
务中心主动承接上级赋权，不断优
化审批流程，大胆创新服务举措，为
港区重点项目建设，为港城百姓民
生保障作出了突出贡献。站在新起
点上，港区行政审批局和浮桥为民
服务中心自我加压，迅速贯彻落实
市委关于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主

题活动，发布了6项优化营商环境
新举措，组建了5大克难攻坚先锋
队，签订了两项共建协议。

经济发展，党建引领。港区政
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后他们
将坚持把党建任务和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锻造
一支有组织力、有凝聚力、有战斗力
的政务服务队伍，真心实意为民为
企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增强群众和
企业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营造
港区一流的营商环境，打造太仓政
务服务新标杆。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打造太仓政务服务新标杆

“恪守‘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的信念，树牢‘干则一流、战则必
胜’的决心，激发‘担当有我、建功
在我’的锐气……”字字铿锵、掷
地有声。近日，太仓一封致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倡议书在全
市2000余个党组织、40000余名
党员中引起共鸣。

践行“两在两同”建新功，激励
全体党员发挥出先锋之力，与时代
一同奔跑、与人民一道奋斗。连日
来，我市全面开展“攻坚先锋”提升
行动，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以更强劲的红色动力拼出跨
越发展的“加速度”。

■强组织、提效能，
力量“聚”起来

“拆违周五见”仿佛是与群众
的一项约定，为让群众集中看到
娄东街道拆违攻坚的决心，今年
以来娄东街道从未“失约”。位于
东郊的一家食品企业，占地3亩
多，其中充斥着违章建筑，各种加

工小作坊在其中“群居”，人员多、
情况复杂。面对这样一块“硬骨
头”，娄东街道“红印娄东”行动支
部在一个月内拆除违建7600平
方米。该街道综合执法局工作人
员张骏雄告诉记者，拆是为了更
好地建设。今年娄东街道确立

“三清三拆”红色先锋行动，带领
党员聚焦国土空间全域整治，成
为“破旧立新”的先锋。

除了国土空间全域整治，太
仓各地各部门确定49个太仓市
级“攻坚先锋”项目，在政府实事
工程、重点项目建设中整合资源
力量，进一步强化服务大局的组
织合力。每一个项目逐项绘制

“作战图”，排出责任“清单表”，明
确序时“进度条”，定期对标对表，
压实攻坚责任，并开展攻坚示范
区显性化建设，让先锋力量看得
到、摸得着、瞄得准。

■组队伍、比贡献，
作用“亮”起来

在远离城区的浮桥镇，道路

宽度意味着发展的速度。今年该
镇着力推动主干道路龙江路快速
化建设，为“以港强市”再添新动
力。为攻克沿路拆迁难题，由60
多名年轻党员干部组建的 3支

“三牛菁英”队伍，奋战在龙江路
快速化工程的第一线，连续拆除
原新港小学、南门桥停车场等地
块房屋 3300 平方米，平整土地
10000余平方米，在最短时间内
打响了龙江路拆迁“第一枪”，为
项目快速推进打下良好基础。这
一支平均年龄为30岁的年轻党
员队伍，不仅在项目建设的主阵
地，还在文明城市建设、乡村振
兴、反诈攻坚等中心工作中充当
着“急先锋、尖刀营、先遣队”的角
色，生动地诠释为民服务、创新发
展、艰苦奋斗的“三牛”精神。

团队的力量是巨大的，浮桥
镇的“三牛菁英”就是其中一个代
表。我市各地各部门分别优先选
派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先锋
模范作用突出的党员，组建“攻坚
先锋队”；各机关单位、镇区、民生
实事部门等结合工作实际，组建

“行动支部”、党员示范队、党员攻
坚队等400余支。开展“攻坚先
锋日”、“攻坚开放日”、“攻坚交流
日”、党员到项目一线挂钩服务、
互看互比等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的活动超5000次。

■建联盟、拼实绩，
矩阵“汇”起来

西工大太仓校区、西交利物
浦太仓校区、瑞金医院太仓分院、
世外学校……一个个重大项目在
娄江新城落地开花，一座新城孕
育着太仓的未来，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为推进新城建设资源集
聚、效率提升，娄江新城积极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把先锋力量汇聚
起来，创新工作机制，成立项目建
设、土地征地、拆迁拆违、新城招
商、资金保障、人才保障6组“攻
坚先锋”和瑞金医院太仓分院、世
外学校、太仓大道3个攻坚专班，
汇集陆渡街道党工委、浏河镇党
委等近30家单位成立“娄江新城
大工委”，各自尽职责、难题共分
担，以“1+1＞2”的整体倍增效应
助推娄江新城振翅高飞。

这是太仓打造共建共筑攻坚
联盟，组建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攻
坚联合体”，形成“党建引领项目、
疑难问题共商、项目推进有力”工
作格局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注
重总结行动中的经验做法、特色
亮点、典型人物与先进事迹等，加
大宣传力度，形成示范带动的正
面效应，让组织联盟的力量为太
仓跨越发展提供“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肖朋）卓越就
业创业环境，叠加人才政策红
利。昨天，2021年“乐就太仓·百
校千企”人力资源供需洽谈会暨
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高峰论坛举
办，全国近百所高职院校代表，我
市各区镇就业创业工作相关负责
人、部分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等
近300人参加活动。

双元制教育，为太仓率先引
入，且成果显著的德国职业技能
教育模式，现已累计培养了1万
多名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才。当前，太仓将以苏州健雄职
业技术学院为支点，依托长三角
中德双元制国际教育园，持续加
大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力
度。当天的活动中，“太仓市职业
技能人才培养产业园”正式揭牌。

职业技能校企合作，是职业
技能高校与企业实现资源、信息共
享的双赢模式。近年来，全国各地
多家职业技能高校与太仓企业开
展人才合作项目。在此背景下，

“太仓市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输送基
地”正式授牌。同时，得天独厚的

创新创业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太仓。助推人
才高质量就业，成为太仓发展的必
答题之一。活动中，“省地人才服
务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至关
重要。为进一步健全就业公共服
务体系，太仓创新公共就业服务
提供方式，开拓人力资源服务发
展的新格局。活动中，太仓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长三角智能制
造中德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联盟的
5所院校签订全面人才服务合作

协议；汇思集团与4所职业院校
签订技能人才就业合作协议。

本次活动邀请了三位业内专
家，分享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经
验做法。省发改委原主任、南京
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钱志新、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苏霄
飞、海瑞恩精密技术(太仓)有限公
司总经理叶森分别作《智能制造
系统研究》《打造跨企业培训中
心 服务产业园区技能人才需求》
《德国“双元制”本土化践行及拓
展》3个报告。

“乐就太仓·百校千企”人力资源供需洽谈会举办

加速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助推校企共赢

秋收秋种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张瑜

“两在两同”建新功，我市全面开展“攻坚先锋”提升行动

近日，由海峡两岸茶业
交流协会主办，太仓市弇山
园管理处、太仓市茶文化协
会承办的“海茶会斗茶中国
行”在南园举办。本次活动
中，严选了白毫银针、白牡
丹、九龙大白、水仙白等品
种，交由观众、评委品鉴打
分。现场茶香四溢，气氛活
跃，十分热闹。

见习记者闵王恺文摄

“海茶会”
斗 茶

拼出跨越发展的“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