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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时代 创造新业绩

市关工委召开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把青少年培养成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织密“天网”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
建设，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机制建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
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快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
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
人身权、
财产权、
人格权。
近日，人民网、扬子晚报网、现代快报
网等多家媒体网站，纷纷转发了我市警方
依托“人脸比对”研判和数据“天网”循线
追踪等科技手段，抓获 22年前杀人逃犯
的新闻，充分彰显了我市日趋完善、不断
严密的社会面技防监控的强大威力。这是
我市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
系，
建设法治高邮、平安高邮，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一个缩影。
如今，邮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闪
烁着红灯的监控摄像头。虽然这些监控摄
像头不太引人注目，但是却在时时刻刻服
务于侦查破案、震慑不法之徒、守护百姓
安全。记者了解到，
早在 2015年，
市委市

政府就制定了全市技防监控建设三年规
划。今年，
对照升级版技防城建设标准，我
市又重新修订规划，突出升级重点，确保
到年底全面实现升级版技防城建设的目
标。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近 3年来，
我市公
安部门把加强社会面技防建设作为推进
立体化、现代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
核心工程，投入 5000多万元用于推进升
级版技防城建设。目前，全市社会面监控
总 数 已 达 23000余 只 ，其 中 联 网 监 控
7430只，城市核心区、商贸繁华区建设高
空探头 25个，
不断织密邮城“安全网”。
除了城市空间区域，
我市警方还将
“天
网”
向农村、
家庭延伸。各乡镇（园区）按照
每年递增不低于 20%的要求，
科学布点，
消
灭盲区，
实现视频监控
“村村通”
。动员和组
织 6万余户农村居民、城区散居户安装经
济实用的监控、门磁、窗磁，以小实物促进
大防范。至目前，
我市乡镇建成监控 1600
余只并全部接入公安监控平台，
开放式、
封
闭式小区接入率分别达 60%和 50%以上。
为了形成“一张网”
“一盘棋”格局，我

市警方还将社会面各类监控资源交接打
通、有效融合，实现共建共用社会化、共亨
应用联动化。目前，
市城建、
水利等部门重
大项目监控接入率达 90%。
为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
格权，
我市公安部门依托数据
“天网”
，
打造
了“智能指挥中心”
“智能破案平台”
“智慧
巡防模式”
，
让巡防打击更加精准。去年以
来，我市警方先后破获公安部督办非法制
售枪支弹药案、
原野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
美团点评刷单诈骗案和省公安厅督办的苏
中地区盗窃车内财物案等 60余起重大案
件，全市利用技防监控破案占全部破案总
数的 60.
7%，
“八类”
案件破案率达 96%。
遍布城乡的技防监控设施，也极大提
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家住通湖小区的张先
生是一名夜跑爱好者，平时喜欢晚饭后到
运河堤上跑步。他表示，
现在街道上、小区
里到处都能看到视频监控系统，即使一个
人晚上出来跑步，也很放心。
王道 戴婷 王小敏

罕见！一村民种出20斤重“萝卜王”

我市县道日通行机动车 4.
9万辆
乡道日通行 1
2万辆

本报讯 （通讯员 宰森旺 记者 管玮玮）日
前，高新区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首批 8支热心
公益的志愿者队伍加入该组织。
近年来，高新区志愿服务事业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志愿者们在精准扶贫、社区服
务、环境保护等领域提供了一系列优质志愿服
务，让许多贫困弱势群体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
的温暖，
重树生活的信心。为了让全区的志愿服
务组织更规范、
常态化运作，
该区专门成立志愿
者联盟，加入联盟的 8支志愿者队伍将在今后
常态化开展扶贫助困、
爱心帮扶、入户服务等志
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邮路宣 记者 子
经过计算机录入及处理，我市
杼）日前，
县乡道机动车日通行量调查结果揭晓，
全市县乡道日通行量为 16.
9万辆，其
中县道日通行 4.
9万辆，乡道日通行
12万辆。
据了解，我市本次县乡道机动车日
通行量调查，共设 33个调查点，采取

24小时连续观测的方法。其中，辖区
16条共 364.
549公里县道全部列入调
查范围，抽取辖区内的 17条乡道共
213.
7公里进行调查。该调查结果为有
关部门掌握全市县乡道机动车流量和
分布规律、搞好农村公路建设管养、促
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

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检查——
—

消除危化品运输单位安全隐患
信息短波
!日前，市地方海事处工作人员走进
中铁北京局集团连镇铁路高邮项目部，征
求施工单位对安全监管服务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力求做好涉水工程水上安全事中监
李权 卢金荣 翟甜甜
管和服务。
!日前，邮政快递行业妇女联合会成
立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
产生了行业妇联组成人员。陆桂春 杨晓莉

“‘万能窗口’果然很万能”
本报讯 （通讯员 蔡红霞 记者 子杼）4日
上午，
市民张奶奶来到市政务中心规划窗口，向
窗口工作人员“求助”。原来，张奶奶家住中山
路苏州商业城，
路边的行道树枝繁叶茂，风大时
树枝会敲打窗户，常常令她难以入睡。
“我听人说服务窗口是万能的，有什么事来
窗口准能得到解决。”张奶奶说。
“张奶奶您放
心，
虽然您反映的事项不在我们窗口职能范围，
但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首问负责制’，您到了
我们这，我们一定会帮您解决到位的。”规划窗
口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回应道。
接到张奶奶的求助后，规划窗口的工作人
员立即与城建局园林处联系，园林处提供了负
责中山路行道树绿化管理工作的匡师傅的联系
方式，工作人员立即帮助张奶奶和匡师傅取得
联系，匡师傅表示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张奶奶修
剪行道树。5日下午，
匡师傅带着工具帮助张奶
奶修剪好了家门口的行道树，妥善解决了张奶
奶的烦恼，她直竖大拇指开心地说：
“‘万能窗
口’果然很万能。”

3日，开发区
幼儿园被评为
“江苏省足球特
色幼儿园”
。近年
来，该园加强“幼
儿足球教育活
动”课程研究，成
立了校园足球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建
立足球课题组，
帮助幼儿在玩的
过程中学会运
动、学会合作、学
会创造，同时增
强幼儿体质。图
为幼儿园小朋友
正在操场玩球的
场景。
刘云 朕宇 林山
摄影报道

高新区成立志愿者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邮关宣）日前，市关工委在
武安初中召开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动员全市
“五
老”和广大青少年，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
更加努力地做好关工委工作，把我市青少
年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高邮人。
会上对全市关工委、广大“五老”如何积极
配合组织全市青少年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
做好当前工作作具体安排；扬州大学政法学
院教授、扬大关工委讲师团团长顾瑞漒应邀作
十九大精神的专题报告。与会的老同志听了报
告后备受鼓舞，表示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更强的责任担当谋长远、干当前，服务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聆听报告的中学生表示一定
争分夺秒、刻苦学习，更加重视高尚情操和优秀
品德的培养，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时
代新人。
为帮助面上的学习宣传，市关工委还将报
告会录相制成光盘发放给基层关工委，在全市
“五老”
和青少年中播放。

本报讯（通讯员 宋斌 周明宝 记
者 王小敏）近日，我市交警部门联合
市运管等部门，深入全市危化品运输单
位开展安全检查，消除危化品在储存、
运输等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先后深入到辖区内的五
家危化品运输企业，对企业的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车辆安全技术条
件、安全设施设备配备、车辆的定期安
全检查落实情况以及从业人员的管理
与安全教育培训落实情况等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检查。
检查中，检查人员要求各企业进一
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所属车
辆和驾驶人的管理，严格执行 GPS24
小时监控值守和凌晨 2时至 5时禁行
的规定；教育驾驶人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杜绝违法行为发生，加强车辆日常
例保，做好应对冬季恶劣天气的紧急预
案，合理安排运输时间，积极配合交警、
运管等部门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
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其定 记者 钟合）连日来，
随着气温的骤降，农村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腌
萝卜干。正常萝卜块头不大，也就三四斤的样
子。但是，
5日上午，一市民向本报报料，
称其农
村老家种出一根 20斤重的“萝卜王”，邻居们
见了啧啧称奇。
“这么重的萝卜，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5日
上午，
在高邮纺织服装城一家商铺门口，几位路
人围着一根外形颇似人参的大白萝卜瞧个不
停。据萝卜主人管先生介绍，
这根白色的萝卜重
20斤，
长 60多厘米，是从乡下带上来的。这个
块头还不算最大。前段时间，村民们腌制萝卜
干，把比这根还大的萝卜给腌制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