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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亮）“这项政策
太方便了，本来我们准备请假回老家
办理登记。现在不用奔波，十多分钟
就领到了结婚证，感受到了家的归属
感。”6月 1日一早，河北人刘先生和
湖北人汪女士在海门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领到了结婚证，笑容洋溢在两
张年轻的面庞。他们也成为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实施以来，我省领证的
首对外省户籍新人。

今年31岁的刘先生和28岁的汪
女士，5年前相识，2019年先后来到海
门工作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人曾
前往户籍所在地办理婚姻登记，但因
材料不全等原因未能成功办理。来
回奔波不易，常年在海门的他们能
否就近领证？前不久，汪女士从手
机推送中得知江苏 6月 1日起可跨
省办理结婚登记的好消息，立即告
诉了刘先生。刘先生马上查看相关

信息并进行咨询，于 5月 31日进行
了网上预约。6月 1日，两人早早来
到海门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
人员对他们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
通过后立即为他们办理了结婚登
记。“如果请假回老家领证，来回路
费就要 2000多元。‘跨省通办’省去
了我们来回跑的时间和花费，还不
影响工作，整个流程特别方便，确实
是个便民服务的好政策。”刘先生深

有感触地说。
6月 1日起，我省实行结婚登记

“跨省通办”试点工作。在江苏居住
的外省户籍人员，出具本人的户口
簿、身份证以及一方当事人的有效
居住证，即可前往居住证所在地的
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结婚证。据了
解，新政实施首日，共有 3对外地新
人在我市顺利领证，感受到了实实
在在的便捷。

本报讯（通讯员陆漩波 施莉
莉 记者陈静）5月 31日，海门区委、
区政府在沪举行 2021海门（上海）投
资环境说明暨科技创新项目专题招
商推介会。27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
资近200亿元。

近年来，海门抢抓长三角一体
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每年都在上
海举办投资环境说明会，对接上海
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加大园区合

作，实施精准招商，积极吸引上海的
“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走进海
门、落户海门。

沪海合作结出累累硕果，四甲
镇与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合作
共建航天新材料产业园，总投资 40
亿元的航天轻合金新材料项目一期
工程已竣工投产。由上海艾郎风电
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的海门艾郎二期项目部分厂房已经

竣工。位于临江新区的长三角药物
高等研究院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为海
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搭建了创新平
台……据统计，海门引进的外来资本
和“双创”人才有70%来自上海。

进入“十四五”，海门进入投资驱
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前不
久召开的全区创新发展大会上，提出
了全力打造“长三角区域性重要创新
支点城市”新目标。

在此次科技创新项目专题招商
推介会上，共签约项目 27个，其中科
技创新项目12个，涉及建筑产业技术
研究、生物医药、芯片设计、平台技术
等。海门还与上海大学签订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与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创融合战
略合作协议，与上海临港科技创业中
心签订了产业协同和双创示范基地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张亮）“停车难”问
题，一直备受关注。6月1日，南通公
安12项交管便民措施正式实施，其中
第一项就针对停车难施策，推出老旧
居民小区周边道路夜间“限时停”服

务。目前，市区15条道路已优化设置
509个“限时停”泊位，覆盖 30个居民
小区。

“利用夜间、非工作日等交通空
闲期，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盘活停车
资源，方便附近小区居民。”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秩序科副科长徐鹏介绍，

“限时停”泊位针对停车矛盾突出且
无改善空间的老旧居民小区，在周边
次干道、支路设置，允许停车时间为
工作日18时至次日8时（部分路段为

次日7时30分）和非工作日全天。“目
前，市区 15条路段已完成泊位施划，
市民在规定时间内可免费停车。”

15条路段涉及市区北濠桥路、
养老院路、文峰支路、莘园路、宴园
酒楼南侧路、新建路、龙王桥路、福
桥路、沿河路、惠虹路、南川园南北
路、江纬路、南灵路、资生路、公园路
的部分路段，其中沿河路、资生路为
双向施划，其余均为单向施划，共设
置“限时停”泊位509个，辐射周边30

个居民小区，包括北濠桥东村、启秀
花苑、文峰北苑、莘园路新村、新建
路新村、学田北苑、板桥南村、光明
东村、城南新村等。

“‘限时停’泊位设有醒目的标
志、标牌。”徐鹏提醒市民朋友，看清
准停时间，在允许时间内停车，同时
注意地面施划的箭头标志，按照规定
的方向停好车辆。“我们将按照逐步
推进原则，不断挖掘‘限时停’泊位资
源，届时将及时公布新增路段。”

“十四五”开局之年，市水利局系
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弘扬新时代南通治水精神，坚持“三
个一线”党建工作法，努力用“四化”
治水新理念引领治水新实践、构建兴
水新格局、争创护水新成效，以高质
量机关党建保障水利高质量发展，绘
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堡垒建在一线

去年以来，市水利局全面推行
“第一书记”制度，局班子成员到局系
统各直属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组
织关系同时全部转入基层党支部，强
化一线治水护水兴水力量，形成党组
书记抓总、“第一书记”抓重点的工作
模式和上下一心管党建、齐心协力抓
党建的联动格局。

局党组书记、局长、局机关党支
部第一书记吴晓春带头跑河道跑工

程建设现场，深入基层治水一线，谋
发展、抓落实。在第一书记的推动
下，该局率先启动南通水网建设，全
力推进以“全域河湖为整体、分区水
系为单元、现有工程为基础、引排连
控工程为手段、精准调度为核心”的
区域治水畅流活水工作。

区域治水实施到哪里，临时党支
部就建到哪里。市水利局推动在各
治水片区成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
将中心城区成功治水经验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运用，提出“2021年全市区
域治水畅流活水体系基本形成，农村
黑臭河道基本消除，生态美丽幸福河
湖建设稳步推进”。

党旗飘在一线

市水利局坚定“支部建设强、服
务大局优”目标追求，始终遵循“为满
足江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需、
满足江海大地生态幸福美丽之需”而
治水兴水护水的初心，紧盯工作中的
重点难点，扎实推进党建+区域治水、
党建+水环境整治、党建+水资源管
理、党建+河长制、党建+乡村振兴、党
建+江海安澜、党建+安全等一系列

“党建+”融合党建书记项目。

“第一书记”带头领办重点项目，
把“书记项目”和“我为群众办实事”融
合考虑，由“第一书记”带队，各基层党
支部跟进，面对面问需于民，实打实清
单式推进，点对点为群众解难事，认真
梳理出4类9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沿江景观带和主城区水质好坏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市水利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工程管理站党支部第一
书记蔡莉主抓推进沿江沿海生态景观
带建设和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治
理工作，确保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
全面消除劣V类，主要河道水质基本达
到Ⅲ类水标准。这两个项目也被列为
南通市“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一批公示
项目清单，并被推荐为全省“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目前，我市已编制出台
《南通市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江堤海
堤景观路）设计导则（试行）》，南通市长
江堤防精细化管理系统项目顺利开标。

同时，市水利局多措并举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共组织党员进社区开展
志愿服务十余场次、赴结对帮扶村走
访慰问近30次。

党员冲在一线

“头雁效应”带动群雁齐飞。在

“第一书记”的感召下，市水利局系统
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全身心投入
到治水实践中。该局依托“铁脚板+
大数据+河长制”，组建巡查党员先锋
队，以城市河道建设管理中心老党员
陈建黄为代表的党员先锋队队员，放
弃休息时间，跑遍每个闸门、涵洞、泵
站及城区河道，不间断巡查活水调度
情况，打通治水堵点“最后一公里”。

该局还制定了“党建引领 业务
精湛”行动方案，以各闸管单位和水
行政服务审批、节水管理、水费计收
等服务窗口为重点，以党支部为单
元，开展勤学理论知识、深学业务技
能，争做技术能手、行家里手、参谋助
手、多面好手的“双学四争”系列活
动，通过细化学习制度、搭建考核平
台、组织集中学习观摩、开展岗位练
兵和技能竞赛等实打实的举措，营造
浓厚学习、比拼氛围，锤炼新时代水
利人笃行实干勇担当、爱岗敬业挑大
梁、创新钻研树标杆、奋勇争先谋发
展的良好作风。

如今，南通主城区水质持续保持
Ⅲ类及以上，市水利局用实打实的数
据兑现为民治水、治水惠民的承诺。

本 报 记 者 唐佳美
本报通讯员 翟卫萍

本报讯（记者杨钰颖）6月
1日，虹桥体育馆的方舱，来自
河南洛阳、常年在一号线通盛大
道与瑞兴路交叉口地下施工的
中铁员工小王，与600余名工友
一起接种了新冠疫苗。至此，南
通轨道公司的2000余名员工及
家属第一针疫苗全部接种完毕。

此前，市委第十二轮巡察第
六巡察组在巡察轨道公司时发
现，尽管该公司现场防疫措施十
分严格，但2000余人来自全国各
地，工作、生活全天集聚，流动性
强，仍未接种疫苗，亟须解决“去
哪儿接种”的难题。市委巡查六
组恰巧同时巡察市疾控中心，立

刻主动牵线，召集两家单位对接
协调，共筑疫情防控屏障。

考虑到轨交施工点位战线
长，人员统一召集困难。5月18
日，在巡察组的积极沟通下，轨
道公司疫苗接种专场开设，63
家参建单位、1400余名员工和
员工家属现场接种。6月 1日，
其余人员继续享受专场待遇。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方朝刚表示：“此前许多农民
工友对疫苗接种流程并不熟悉，
感谢市委巡察六组关心支持，以
及轨道公司统一安排。”他代表
轨道交通参建单位向市委巡察
六组赠送了锦旗。

今年是深化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集中攻坚
年，也是检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年“小灶”成效的
关键年，全市科技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严格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
双责”要求，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实化措施，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紧扣科研院所危化品和高新区
安全生产两个专项整治，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序。

居安思危，绷紧一根“思想弦”。大量事实证
明，安全生产事故往往是因为人的安全意识淡薄，
安全思想麻痹造成的。抓好安全生产，首先要筑起
安全生产思想防线。全市科研院所危化品使用量
少，虽未发生过事故，但其具有探索性研究多、实验
风险难以预见等特点，且涵盖化学、物理、生物等众
多领域，仍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
态度，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责任弦。我们还将“全国
安全生产月”等活动与科技创新“五走进”大走访结
合，把安全生产文化建设融入日常业务工作，切实
强化安全生产示范城市创建宣贯，营造浓厚安全文
化氛围。

防微杜渐，筑牢一面“防护墙”。防患于未然，
才能防止灾祸。我们落实科研院所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理
念，规范管理，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
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
见效。在监督危化品管理过程中，我们坚持做到底
数清、情况清、问题清、责任清、措施清。坚持每周
报送工作动态，每月报告巡查情况，每季更新科研
院所危化品相关数据信息以及隐患排查问题情
况。持续推动淘汰落后生产工艺，筑牢安全生产

“防护墙”。
科技赋能，织密一张“安全网”。我们在项目申报、科技政策落

实时实施“安评”，对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坚决一票否决。通
过事故分析，排除同类型事故隐患，通过警示教育，树牢安全生产理
念，让科技改变生活，让城市更安全。在危化品使用、城市公共安全
等行业领域推进科技创新，在城市安全监管信息化、安全设施和应
急装备科技化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推广一批具有基础性、紧迫性
的先进安全技术和产品，用科技手段织密织牢安全生产这张“大
网”，努力推广城市安全科技创新应用，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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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组积极牵线协调
轨交人集中接种疫苗

本报讯（记者周朝晖）本报
原高级记者王广祥近日收到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省高院终审判定原《中国三峡工
程报》副总编、高级记者孙荣刚
剽窃王广祥《三峡移民过大坝》
等6幅摄影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
成立，孙荣刚侵害了王广祥著作
人身权、财产权，应依法承担停
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
民事责任。昨天，孙荣刚在本报
刊出法院规定的致歉声明，其支
付的15万元赔偿金亦已到账。

这起侵权事件，肇始于
2017年 9月 15日。南通日报接
到外界质询，反映前一天晚上央
视所播专题片中，孙荣刚手拿
《三峡移民过大坝》图片介绍拍
摄经验；而王广祥作为范长江新
闻奖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名记者
报告团成员，曾多次向全国同行
介绍这些作品的拍摄过程……
究竟何真何假？

获悉孙荣刚的所为和全国
同行的误解，王广祥愤懑不已。
他随即通过律师调查，获得孙荣
刚持续 17年的多起侵权证据。
其中性质最典型的是孙荣刚将
王广祥拍摄的三峡移民组照作
为主打作品参评，一举摘取中国
新闻摄影记者最高荣誉奖——
金眼奖。

最令王广祥气愤的是，孙
荣刚不仅侵权，还为了获奖公
然造假，篡改新闻事实，将王广
祥 2001 年 5 月 15 日在移民船
上拍摄的“三峡移民过大坝”改
成 2000年 8月 13日，并将移民
人数由 1022名改成 639名，安
置地点由江苏如东竟篡改成上
海崇明。

南通市委宣传部和南通日
报社高度重视，先后四度提供相
关证据，支持王广祥依法维权。
南通中院判决被告孙荣刚立即
停止侵害王广祥“三峡移民过大
坝”等6幅摄影作品著作权的侵
权行为，并在《南通日报》刊登赔
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王广祥
经济损失及为制止本案侵权行
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5万元。

孙荣刚不服一审判决，向江
苏省高院上诉，省高院最终作出
上述判定。

据悉，孙荣刚剽窃侵权王广
祥的作品，非此一例。王广祥已
向北京西城、海淀等法院提出了
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昨天，王广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两级法院的判决，体现
了国家对著作权保护的力度，此
案也警醒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要
脚踏实地，任何不劳而获掠人之
美博取的名利，终将是一场泡影。

南通发出全省首张“跨省通办”结婚证
新政实施首日3对外地新人在我市顺利领证

本报老记者状告他人
剽窃侵权案终审宣判

省高院判决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市水利局：

“三个一线”绘就人水和谐新画卷

市区15条道路设置509个“限时停”泊位
工作日夜间、非工作日全天免费停

海门推动上海创新资源加速落地
2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近200亿元

昨天，如皋市
长江镇新港幼儿园
开展以“长江大保
护绿色共成长”为
主题的迎“世界环
境日”活动。通过
手绘，让小朋友从
小树立守护长江、
爱护环境的意识。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