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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2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大
众
搬
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补运中心
祖救家易经知识产权专利诚信经营单位
起名风水改名为众多高管及名人整体补运
获得一致好评人生吉名开始风水补救命运
所有祈福禁忌等参考择吉更重要预约黄补 运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15996647257 15996647877微信号：15996647877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89号楼上404室

男 37岁 1.80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素质高
男 46岁 1.75 未婚 单位办公室 月薪8000元 有车房 实在
男 50岁 1.73 离独 开厂 有别墅 宝马 随和
女 38岁 1.65 离独 个体 有车房 肤白
女 41岁 1.60 离独 公司白领 有车房 漂亮
女 41岁 1.65 离独 上市公司办公室 多套房 车 肤白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鸿运婚介诚 实 守 信

无婚托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发布费独
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搬 家

总部南通人民中路端平桥肯德基对面综合楼301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号 海门秀山东路88号等

13912233588、18252501888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江苏工
程职业技术学校获悉，近日该校
教师端木志坚的作品《通派文化》
在第二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平面
设计大赛获得优秀奖。

此次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举办，全国30个省（区、市）370
家单位的1万余名选手参加了各
赛区初赛，其中职工组1471件作
品和学生组791件作品通过选拔
获得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江苏

工院艺术设计学院教师端木志坚
的参赛作品《通派文化》《保护海
洋》系列公益海报分别获得江苏省
赛区一等奖、二等奖，其中《通派
文化》在全国评选中获得优秀奖。

端木志坚说，《通派文化》系
列海报共3幅，该作品借助南通
民间木刻年画的表现手法，通过
图说的方式表达“南通歇后语”，
旨在彰显南通地方文化自信。

记者王全立

晚报讯 12 日，2020 紫金
奖·第二届中国（南京）大学生设
计展在南京开幕。本次展览中，
通大艺术学院展出的三组作品得
到了观众们的高度关注。

黄天灵老师指导的“通鹞”文
创产品设计汲取了南通板鹞风筝
中的传统元素，如六角、八角造
型、风筝彩绘纹样、哨口彩绘等，
设计了卡通吉祥物“闪鹞”形象，
并以此进行延展设计，在旅游文
创礼品、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设

计中广泛研发。
翟天麟老师指导的“红旅”撕

纸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养料，全新的视觉传达让红色
精神焕发青春，让传统得到升华。

吴筱琳、康凯老师带队的“匠
艺”秸秆科技产品设计团队关注环
保，本次展会的初代产品——树脂
秸秆作品、秸秆编织作品、秸秆拉
筋板作品传递着生态文明理念，让
绿色造福世界，让创新引领未来。

通讯员吴筱琳 记者冯启榕

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期项目启用5个月，解决诸多城市治理顽疾

一张网“兜”起民生大小事
今年6月，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期项目正式启用。中心整合了

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数字城管、网格化服务管理职责，并与南通市大数据管理局实
行一体化运行，接入64家市级部门，10个县（市、区）合计74家单位的数据资源。

那么，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期项目启用5个多月来，成效如何？

“两客一危”被实时监控——
长期存在的“短板”被补齐

14日中午，一辆危化品运输车
在我市一家化工园区附近没有按规
定路线行驶，涉嫌不当停留。约20
分钟后，辖区交警就出现在涉事区
域，对司机展开调查。

涉嫌违规的司机万万没有想
到，所驾车辆的行踪，早已被南通市
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两客一
危”车辆监测系统盯上，显示在自动
监控的大屏幕上。

“两客一危”是指从事旅游的包
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和运输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
道路专用车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套系
统上线以来共发出1900多项监测
预警，企业证照数据异常近千家，
车辆异常驻留点 300 多项，其中
296项危化品车辆异常驻留点和
91家要求整改的“小化工”成功匹
配64个。

南通作为港口城市，每天油气
等危险化学品吞吐量不小；同时，作
为知名的“家纺之都”，每天消耗大
量化学染料。目前，我市共有2000
多家危化品企业遍布在生产、使用、
经营、运输、存储、废弃物处置各个
环节。危化品链条长、涉及监管部
门多，长久以来存在“共享难”“发现
难”“协同难”等诸多问题。

然而，随着今年6月南通市市
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一期项目正
式启用，成功接入64家市级部门，
10个县（市、区）合计74家单位，对
危化品各个环节管理的数据资源得
以实时共享，此前存在的一系列管
理“短板”得以补齐，困扰各方的问
题就此迎刃而解……

小区装“查违之眼”——
为治疗“城市病”提供数据支持

“过去，我们发现有居民搞违章
建筑，要打许多个电话，不断向有关
部门举报。现在，有了城管在我们
天安花园加装的违章搭建监控设

备，不需要我们操心了。一些居民
也感受到了威慑力，自觉中止了违
章搭建行为。”14日上午，家住我市
崇川区天安花园的陈先生对记者感
慨地说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些
居民违章搭建成风。为从源头上遏
制新增违建，我市决定对住宅小区
安装监控设备。小区加装摄像头试
点工作首先在崇川区推开，目前市
城管局已在市区天安花园、盛和花
半里开始进行安装摄像头试点。

南通城管的数据和资源，最终
全部汇聚到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在大屏上随时看到南通全域
状况，通过一个网络能管理全域。
对实时发现的问题有驻场人员及时
交办。对于一些频发的疑难问题，
通过市域各个部门归集的资源形成
一个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管理链条。

“通过市域指挥中心资源整合，
及时发现和管控违建，为城市管理
决策和‘城市病’治理提供数据支
持。目前，各类违章搭建数量有所
下降。”进驻指挥中心的城管人员
介绍。

“最强大脑”24小时运转——
为经济社会安全“保驾护航”

作为城市管理的“最强大脑”，
南通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通过智能
化、数据化方式，科学分析研判、监
测预警，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安全平
稳运行。

市民顾先生前不久拨打12345
热线，反映崇川区唐闸镇街道河口
村2组境内，因管道受损出现大面
积停水，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希望尽
快恢复供水。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
挥中心接报后，快速受理、准确派单
至市水务公司进行处置。居民断水
之忧，及时得到化解。

社情民意能够得到快速响应，
城市交通、商场景区流量峰值，公共
安全、环境污染等城市运行的全貌，
也都能在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大屏即时呈现，真正实现“一个电话

管受理，一个中心管全域，一支队伍管
治理”的全方位无缝对接、精准管理。

以事件“智能合并”为例，以往同
一事件，可能会通过群众电话、网络等
多渠道上报，经常出现重复交办的情
况。如今通过AI技术对上报文本进
行分析，再进行相似度计算，对相似事
件进行合并。目前AI事件合并的准
确率达84%。

数据显示，仅仅在今年国庆、中
秋“双节”期间，我市市域治理现代化
指挥中心监测预警平台共汇聚消息类
预警信息6777条，全市网格员开展巡
查走访共上报事件信息4747件，全市
12345 在线平台共受理公众诉求
19041件；按时答复率99.80%、服务
满意率99.12%……

“一网尽览”打通了十亿数据——
“三级联动”打破传统数据顽疾

在我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一张网”是如何打通一座城近
百个街道的？公安、市政、安防，城
市大脑和大数据是怎样辅助政府决
策的？

今年6月，市政府和京东数科推
出并投入使用的“市域治理现代化指
挥中心”，通过一套底层“城市大脑”，
汇聚全市64个部门、10个县（市、区）
数十亿量级的数据。全市交通、公共
安全、环境污染等情况，在一张大屏幕
上实时呈现、“一网打尽”。

通过市、县、乡三级联动指挥体
系，设立10个县（市、区）级指挥中心
和96个乡镇街道工作站，对来自百姓
和不同部门多种渠道源的问题接报、
事件智能合并，历史案例匹配、工作任
务分拨，并对案情全流程实时跟踪，记
录结果并实现全流程闭环……“汇聚
共享、智能搜索、统一监管、分析研判、
监测预警、联动指挥、行政问效”七大
核心功能得以实现。

在力量保障上，指挥中心现场每
天有公安、环保、市政等17个部门的
驻场代表执勤，将本部门政务数据上
传，同时将指挥中心决策任务向下同
步，并参与跨部门任务流程对接。

本报记者周朝晖

全国新闻出版行业平面设计大赛

江苏工院教师作品
《通派文化》获优秀奖

通大师生作品亮相
2020紫金奖大学生设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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