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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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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13 日

今日 8 版 （总第 7068 期)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廿八

KUNSHAN DAILY

昆山公安首次举行向人民报告主题活动

记者 周 舟 摄

本报讯（记者 宋桂昌 管胡雯） 控体系建设工程有序推进”等诸多
聚警心、鼓舞士气、树立了良好形象。 代表一一走上舞台：雷霆出击，万里
不忘初心、忠 诚 守 护 ，保 卫 一 方 平
亮 点 ，社 会 和 谐 平 安 ，百 姓 安 宁 幸
2017 年，让市公安局情报行动
追踪，他们是“执法尖兵”；把每一件
安，守护万家灯火。昨晚，昆山文化
福 。 这 平 安 幸 福 的 背 后 ，是 全 市
大队民警高翔最难忘的是，
破获了由
小事办好，用闪耀的蓝盾，织就真情
艺术中心大剧院内，昆山公安首次
1700 名公安民警、现役消防官兵和
公安部督办的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个
之网，他们是“服务先锋”；用脚步丈
举行的“向人民报告”主题活动激情
约 8000 名警务辅助人员风雨无阻
人健康信息案件，他们辗转 12 个省
量平安，用平凡人生讲述赤子忠心，
澎湃，昆山公安人用默默的耕耘和
的日夜守护，他们为了昆山挥洒热 （市、自治区），累计行程超过 38000 他们是“辅警之星”；把握科技脉搏，
无 悔 的 付 出 ，护 航 昆 山 平 安 稳 定 。 血、砥砺前行。
公里，制作 650 余份各类笔录，总计
将潜伏着的真凶绳之以法，他们是
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江
金盾之光闪耀，正义力量汇聚， 字数超过 150 万字，最终将 25 名犯 “智创能手”
……他们庄严宣誓，
用不
海，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小刚， “向人民报告”主题活动现场气氛热
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让市公安局专案
变的初心和无悔的忠诚，
把青春奉献
市领导张月林、张雪纯、冯仁新、顾
烈。活动共分“雷霆出击”
“ 蓝盾真
组民警陆雄荣骄傲的是，
昆山公安年
给平安昆山。
瑾、管凤良、许玉连、陈丽艳、陈辰
情”
“ 平凡卫士”
“ 智慧尖兵”
“ 薪火相
内命案百分之百侦破，还侦破一起 6
整场报告活动精彩纷呈，
掌声雷
扬、谢罡出席活动。
传 ”五个篇章 ，通过访谈、独白、朗
年的命案积案，
协助外地公安机关侦
动，高潮迭起，交织着浓厚的情感气
2017 年，昆山公安将习近平总
诵、歌曲等形式，真实地再现了一年
破一起沉积 12 年的命案；让市公安
息。同时，
处处融入了公安机关向人
书记寄语全国 200 万公安民警——
来昆山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忠诚履
局辅警李庆祝自豪的是，
面对持刀凶
民报告、请人民评议、让人民满意的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职、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勇于牺牲
徒，她勇敢地站出来阻止，挽救生命
思想，体现了人民公安为人民、人民
律严明的十六个字，作为治警建警
的崇高精神，生动讲述了公安民警
匡扶正义；
让市公安局陆家派出所民
警察爱人民的主题。
的总方略、立警从警的座右铭。一
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群众工
警贺瑞欣慰的是，他们用爱和坚持，
当天，昆山公安历任局领导、离
年来，昆山公安工作呈现“党的十九
作中感人至深的故事，充分展示了
帮助走失 32 年的女孩找到了父母， 退休老干部、公安功模、退休民警、烈
大安保维稳任务交上满意答卷”
“系
昆山公安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大
点亮团圆的灯火……
士家属也受邀来到活动现场，
并接受
列打击整治行动硕果累累”
“ 城市防
力宣传了公安英雄模范先进事迹，
凝
晚会现场，
昆山公安民警的优秀
了属于他们的关怀与慰问。

送上新春祝福 送去温暖关怀
市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体
本报讯 连日来，市四套班子领
顾家浜村重残（重病）困难对象沈文花、
导组成慰问组，分别走访慰问区镇、 周家浜村优抚对象李阿大，
并来到锦溪
办事处的养老福利机构老人、经济薄
镇福利院看望院中老人，
为老人送上节
弱村、贫困家庭，给他们送去党和政
日红包和新春祝福。
府的关怀与温暖，
祝他们新春快乐。
2 月 5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2月1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张月林
雪纯、副市长李晖带领市相关部门负
带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锦溪镇，
给
责人前往千灯，走访慰问困难群体。
部分困难群体家庭和福利院老人送去
在老复员军人顾金泉家，
张雪纯感谢
节日的祝福。在低保边缘户陆文英家， 老军人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并代表市
张月林鼓励他们要以乐观的心态面对
委市政府祝他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今后生活，
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在低
张雪纯一行还走访慰问了低保户冯
保对象徐保生家，
张月林祝福老人健康
建芳、边缘（重病）家庭吕阿桃、残疾
长寿。当天，
张月林一行还走访慰问了 （重病）家庭沈金荣等，
鼓励大家积极

面对生活，组织上一定会关心、照顾
好他们。张雪纯一行还来到千灯福
利院，
走访慰问这里的老人。
2 月 9 日上午，市政协主席冯仁
新、副市长肖立中一行赴张浦镇走访
慰问困难群众，
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
手上。家住南姚村 21 组的邹阿二家
庭生活比较困难，
冯仁新鼓励他要坚
定生活信念，
积极面对困难，
并表示党
和政府会尽力帮助他们解决难题。冯
仁新一行还走访了经济薄弱村南姚
村，
慰问了低保边缘户徐炳罗、
低保对
象朱毛根和困难优抚对象陆王大，
看

望了张浦镇敬老院的老人。
2 月 9 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顾
瑾一行来到淀山湖镇，
走访慰问重病
重残人员、优抚对象和敬老院老人
等，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顾
瑾一行首先来到经济薄弱村民和村，
勉励镇村干部要关注民生、多办实
事，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随后，
顾瑾一行走访慰问了优抚对象
黄阿娥、低保边缘对象柴惠英、低保
对象朱阿三、重病重残人员陈玲菊和
淀山湖敬老院的老人，
送上党和政府
的关怀温暖。
▶下转 A2 版

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项目公布，我市新增 1 人

国家
“千人计划”人才群栖昆山
本报讯（记者 史 赛）创新驱动
发展，人才引领未来。2 月 9 日，第十
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项目
公布，全国共 41 人入选，其中苏州 4
人，包括来自我市的苏州普热斯勒先
进成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美籍华
人安健博士。至此，昆山集聚国家
“千人计划”人才已超 110 名，其中由
我市自主培养的有 26 名，继续保持
全国县（市）第一。

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项目
不仅需要技术成果国际领先，
或者能
够填补国内空白，更注重项目的产业
化开发潜力，产品需要拥有核心技
术，并且处于中试或者产业化阶段。
据了解，2014 年，安健在周市镇创办
苏州普热斯勒先进成型技术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汽车结构件热成型生产
线研发和热成型零部件生产，
今年订
单量已超过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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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人才在哪里，
“硅谷”
就在哪
里。
“昆山的创业氛围浓厚，
产业基础
与产业项目十分匹配，
最重要的是政
府的全方位指导服务让我感受到了
比家乡还浓的亲切感。”安健对昆山
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高效的政府服
务举措赞赏有加。一直以来，
昆山坚
持以人才领先推动发展率先争先，
已
集聚一大批高层次人才集聚昆山创
新创业。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一年，
昆

社址：
昆山市前进西路 1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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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忠诚守护

公安民警合唱《人民公安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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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出台 33 条人才新政及其配套细
则，形成了“1+X”的人才政策体系，
各类高层次人才集聚呈现“量质两
旺”
的生动局面。
▶下转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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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专业高效的
现代警务标杆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宋桂昌 管
发展、绿色发展中有更大作为，
胡雯）昨天下午，
全市公安工作
公安机关要发挥好手段优势，
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
坚持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
杜小刚在会上指出，全市公安
特别要把十九大安保维稳中好
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的机制做法延续固化下来，主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咬定
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加强风
“勇当专业高效的现代警务标
险排查、隐患整改和教育处罚，
杆”
目标不放松，
不断提升新时
牢固树立“绿色生态也是一种
代公安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
平安”
的理念，
一手抓突出问题
昆山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防治，
一手抓环境案件查处，
让
会、高起点开启基本实现现代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新的核心竞
化建设新征程、全力争当
“强富
争力。要高质量满足人民美好
美高”新江苏建设先行军排头
生活需要，回应群众安居新期
兵保驾护航。市领导张月林、 盼，
奋力追求更高质量、更加均
谢罡出席会议。
衡、更可持续的平安，
坚决打赢
杜小刚充分肯定了公安工
扫黑除恶这场为期三年的攻坚
作去年取得的成绩。他说，全
战；顺应城市管理新要求，以
市公安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 “绣花精神”
推动城市管理标准
局、勇于担当、敢打硬仗，出色
化、网格化、智慧化、精细化；
把
地履行了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握社会治理新方向，更加善于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
在党政主导下攻坚重大复杂问
命，在重大事件处置的关键时
题，善于部门联动破解新型跨
刻，公安队伍冲得上、顶得住； 界问题，善于组织发动群众开
在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上，公
展群防群治工作；打造为民服
安队伍有作为、有担当；
在艰巨
务新品牌，深化公安“放管服”
繁重的任务面前，公安队伍能
改革，
创新和推进车驾管、出入
吃苦、能战斗，
为保障经济社会
境、户籍、消防等行政管理服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向市委
务，完善“一窗式”综合受理模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出了一份
式。要高质量打造“忠诚、干
满意答卷。实践证明，昆山公
净、担当”队伍，始终保持忠诚
安是一支作风优良、敢打硬仗， 可靠的政治本色，大力弘扬攻
能让党委政府放心、人民群众
坚克难的长征精神，持续优化
满意的队伍。
务实有为的队伍形象，继续落
杜小刚指出，不断提升新
实从优待警的倾斜保障，奋力
时代公安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开创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
要高质量护航经济社会平安发
会上，一批公安工作先进
展，
在护航昆山稳定发展、安全
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

我市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讯（记者 金 晶）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招标代
理、评标和招标从业活动；
限制
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限制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
行为……记者近日获悉，
我市出
台关于落实对失信被执行人联
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
今年起
将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
戒，
进一步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
行义务，
使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
的共同价值和行为准则。
被执行人信息名单是实行
联合惩戒的重要依据。我市按
照“应纳尽纳”原则，将符合纳
入条件的被执行人一律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名单。市法院
建立严格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
机制，确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准确规范，联合惩戒部门
之间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实
现信息共享。同时，我市还从
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共享、风险提示
与救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退
出、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惩戒
措施解除、责任追究等八个方

面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共
享机制，实现信息准入、公开、
共享、退出的闭环化管理。
联合惩戒需要各相关部门
协同合作。我市确定了各项联
合惩戒措施，并结合我市实际
和部门工作职能需要，制定各
部门的惩戒操作规范流程，必
要时由市信用办牵头，市法院
与各职能部门、单位以签订合
作备忘录、联合通知等形式对
各涉及领域的联合惩戒工作进
行协作、规范，重点实施 11 类
惩戒措施：加大对失信被执行
人设立金融类机构、从事民商
事行为、行业准入、担任重要职
务、享受优惠政策或荣誉、高消
费及其他消费行为等限制措
施；加大协助查询和公示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的措施；失信被
执行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执
行法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有
关组织人事部门；加强日常监
管检查；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
定罪处罚的限制措施；鼓励各
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使用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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