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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我永恒的精神追求”

“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我
将把军人优良作风带入实际工作
中，把学习当作自己永恒的追求，努
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海关多作
贡献。”蒋政在南京海关2020年退
役军人“八一”座谈会上说。

2012年夏天，而立之年的蒋政
结束军旅生活，走进南通海关，成为
一名海关关员。“面对新的工作环
境、新的工作任务，我从最基础的海
关查验操作规程学起，努力做到业
务精通。”蒋政说。

有一次，蒋政下厂查验，发现企
业一次性进口较多不同部位零部
件，他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可能以进
口多个零部件实现进口整机，逃避
缴纳进口关税。在他的努力下，最
终该企业按规定进行补税。还有一
次，在查验审单时，他发现一直出口
非绝缘的钢铁绞股绳的企业，申报
出口的品名却是合金高速钢丝，出
口退税税率相差8%。于是，他重
点查验该票货物，成功发现该企业
伪报品名走私并移交缉私处理，有
效震慑了不法企业。此外，为弄懂
保税进口的大型电力组是否配套，
防止夹藏走私，他还专门去电力公
司向行业专家虚心请教，迅速从一
名“业务小白”成长为“海关专家”。

除抓好业务学习，身为南通海
关第三十五党支部书记的蒋政还积
极通过学习强国、钉钉平台等载体，
引导支部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常态
化。在他的努力下，海关办事大厅
设立了VR党建观展台、VR眼镜学
党史体验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把
平时可能要几千平方米的党建党史
实体展厅融入虚拟的 VR 眼镜
里。在满足支部党员学习的同时，
也激发办事群众运用VR党建观
展台、VR眼镜的兴趣，从业务和
思想方面为老百姓干实事。“群众
在哪里，党史宣传就跟进到哪里。”
蒋政说。

“促进外贸稳增长是我的职责”

2015年，海门叠石桥获批全国

第二批市场采购贸易试点，9月16
日首票试单成功后，出口量迅猛发
展。当年11月，蒋政由查验科调入
海门办事处监管科。“作为一名海关
人，必须承担起促进外贸稳增长的
责任。”到新部门报到第一天，蒋政
就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定了调。

为解决人工核放转关单速度慢
的问题，进一步优化转关作业流程，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他探索引入
智能卡口设备思路，率先启用“掌上
物流”卡口验放系统、运用“提前报
关、运抵验放”等模式的一系列组合
拳，有效解决场所小、周转慢的问
题，在关区内提前实现全国出口通
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的目标。

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海门叠石桥市场采购贸易出
口骤降。面对疫情对叠石桥家纺市
场甚至整个行业造成的极大冲击，
蒋政带领科室人员主动加强业务改
革，推行防疫关口前移，制定9条通
关便利措施，出口货物最快4分钟
通关。当年3月，叠石桥家纺市场
出口1.3亿美元，同比上升78.08%。

为扩大“市场采购”与“跨境电
商”政策叠加辐射作用，促进叠石桥
市场采购贸易持续健康发展，蒋政
牵头与政府成立“创新发展”课题
组，先后赴重庆、深圳等地进行调
研，参与总署研讨，积极探索“市场
采购”与“跨境电商”两者互补作用
和解决监管难题。2020年7月，海
关总署跨境电商B2B试点公告出
台当月，海门叠石桥试点单位在全
国众多试点单位中脱颖而出，发出
了全国“市场采购+跨境电商”合作
出海第一票。今年以来，南通海关
监管出口市场采购贸易货物数量和
货值均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捐资助学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2009年的一天，蒋政偶然看到
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爱心·王博计
划”资助西部贫困儿童的感人故
事。看到孩子们拉着毛驴、背着柴
火、翻过茫茫大山艰难求学的画面，
看到他们在雪积三尺的土地里认真
听课时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以及土墙上格外醒目的“今天的辍
学生、就是明天的贫困户”的标语，
他陷入沉思。

随后，蒋政与爱心计划发起
人——王博取得联系，表达自己想
资助孩子的心愿。通过“爱心·王博
计划”义工的实地走访与筛选推荐，
蒋政与甘肃省天水市潘集寨小学的
两名贫困小学生，建立了“一对一”
帮扶资助关系。这一帮，就是8年。

2017年，这两名学生中学毕业
后走上工作岗位，专门向蒋政表达
深深的感激之情，表示将来也要像
蒋政一样，给更多的人送去爱心、回
报社会。

众人拾柴火焰高。蒋政不但身
体力行，还利用所在党支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带动身边的
同事和朋友投身捐资助学、促进民
族团结的活动中。2016年，南通海
关海门办事处与南通中远重工开展
党建共建，先后向贵州荔波贫困学
生捐赠现金11200元以及书包、体
育用品、书籍等物品。

有了单位和同事的支持，蒋政
捐资助学、促进民族团结的劲头更
足了。2017年，蒋政对接资助甘肃
省卓尼藏族中学20名贫困中学生，
每人1000元；2018年，对接资助甘
肃碌曲县10名大学生，每人3000
元……截至目前，他先后帮扶贵州、
甘肃、新疆30多名不同民族的贫困
学生。2020年年底，蒋政牵头开展

“情暖冬日、爱在西北”主题党日活
动，募集9800元，计划进一步对接
青海地区贫困学生，资助他们读书
成才。蒋政的善举得到妻子的全力
支持，平时与贫困学生的联系、汇
款，都是妻子亲力亲为。在这对爱
心夫妇的感染下，身边又有8人加
入助学队伍，共计资助10多个贫困
学生。

“只要让这些孩子感觉到虽然
空间上距离很远，但是依然有那么
多人在关心、关注着他们，他们就会
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人生路上就不
会孤单。”蒋政说。
本报通讯员施向军 孙溪 韦昊云

本报记者吴霄云

甘做一颗国门线上的螺丝钉
——记江苏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关关员蒋政

近日，从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传来好消息，南京海关隶
属南通海关驻海门办事处监管科副科长蒋政荣获全省岗位学雷锋标
兵的称号。“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甘做一颗国门线上的螺丝钉。”这是
蒋政的座右铭。多年来，无论岗位调整、身份变化，他都牢记初心使
命，践行雷锋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实现了从一名军人到国门
卫士的转变。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昨日上
午，紫琅一小二（1）班的同学们，通
过诵读课文《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开启了当天学习雷锋精神的序幕。
据了解，我市学校近日通过各种活
动，学习雷锋、志愿助人。

学习雷锋，我们想着远方同学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
了寸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
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着你生活
的岗位？”近日，雷锋的简短话语成
为一份倡议书的开头。开发区实验
小学能达校区三年级的同学们，纷
纷慷慨解囊，18个包裹，1300多件
衣物、1300多本图书以及200余套
学习用品，承载同学的期盼，飞向远
在千里之外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市第二完全小学。

这是我市小学生对西部边疆地
区爱心捐赠的最近一例。截至目
前，我市小学生对外爱心捐助案例
已经涵盖所有边疆省份。捐赠的书
籍、衣物以及学习用品不计其数。
部分两地的学生还通过书信往来，
互道友谊。

学习雷锋，从我们身边事做起

昨日，市实验小学三（3）中队
从讲述雷锋故事、分享绘制手抄报
以及收集的雷锋名言等环节，体会
对雷锋精神的理解、感悟。崇川学
校六（8）班的蔡佳钰同学回顾一年
来开展的志愿服务工作：“我们协助
老师分餐、举办爱心义卖、向如皋北
庄村捐赠图书……”

据了解，志愿服务是我市各地
小学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几
乎每个小学都有志愿服务组织，从

学校、班级、家长三个维度编织成了
一张志愿服务的大网，让孩子们从
小就懂得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等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

学习雷锋，已经成为学校常态

昨日下午，市级机关第二幼儿
园和市少儿图书馆在市图书馆召开

“萤火虫课堂”启动仪式。仪式宣
布，从本月开始，每月第三周的周
六，3 名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教
师将在市少儿图书馆与孩子们一
起阅读绘本，开展多种类型的志愿
活动，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雷锋
故事。

目前，我市各地小学和政府部
门、街道社区以及社会机构合作开
展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常态，志愿服
务也成为学校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
方式。 本报记者沈樑

晚报讯 高空坠落之后如何
急救？创面伤口如何止血包扎？
心肺复苏哪些关键节点要做到
位？昨日，南通市急救中心的志
愿者走进南通安装集团，开展“学
习雷锋‘救’在身边”急救知识进
企业志愿活动。

南通安装集团是南通地区最
早从事工业与民用设备安装的骨
干企业，承揽了水务、地铁等工程
项目，施工范围覆盖全国各地，安

全生产尤为重要。南通安装集团职
工沈万国听了急救知识讲座、现场
参与了心肺复苏等项目演练。

“我们施工行业是一个高危的
行业，常见危险的情况主要有高处坠
落、机械伤害、触电等。我们平时在
企业内部培训也有针对性的讲座，
但是中心今天对我们进行了系统性
的培训，有全面的把握，对我们今后
工作中减少伤亡起到非常好的作
用。”沈万国告诉记者。 记者李波

昨日，长江
航运公安局南通
分局联合市第五
人民医院走进崇
川区任港街道开
展“学雷锋 进社
区”志愿服务活
动。 记者张亮
通讯员屠欣然

昨日，市市
政和园林局系统
学雷锋进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在崇
川区文峰街道五
一社区举行，为
辖区居民提供一
系列便民服务。

记者尤炼

晚报讯 一年之计在于春，
正值春耕备耕时。为充分发挥科
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撑作用，昨
日上午，海安市孙庄街道谢庄村
在祥和家庭农场开展“雷锋精神
引领促发展，送科技下乡助民富”
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科技宣讲志愿者
围绕科学种植、田间管理、现代化
设备运用、施肥技术等内容，为农
户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帮
助种植大户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

碰到的技术难题，提高粮食产量。
当天，科普志愿者进行“田间学习”

“地头授课”，给村民讲政策、拉家
常、解难题，发扬雷锋精神，助力科
技下乡。

此次活动，谢庄村将新时代雷
锋精神与送科技下乡助民富相结
合，把高效农业生产新技术送到田
间地头，推广到种植户手中，让更多
农户提高科技素质，增强农业生产
能力，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讯员张贵才 王英 记者唐佳美

学习雷锋 志愿助人

我市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已成常态

晚报讯 昨日，南通机场集
团联合海关、边检等驻场单位开展
了“践行民航真情服务 凝聚青年
志愿力量”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在南通机场候机楼内，一抹
“志愿红”格外靓丽。志愿者由退
役军人、移民警察、海关关员和民
航窗口服务人员组成。30余名
志愿者在候机楼开设的服务台
内，现场为旅客提供国内国际航

空业务咨询、医疗服务、防疫及净空
知识宣传等服务。

“志愿红”还出现在停车场、候
机楼主要出入口、自助值机柜台等
处，协助老年旅客办理自助值机，帮
助不熟悉路况的旅客引导停车场位
置，及时收集分散在各处的行李推
车，便于旅客取用，为旅客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

记者李慧 通讯员徐菲

弘扬雷锋精神
海安市谢庄村送科技下乡助民富

“学习雷锋‘救’在身边”
市急救中心进企业送“保命绝技”

践行真情服务 凝聚青年力量
南通机场集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警医联动
送温暖

进社区
志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