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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研判
打防并举显神威

2018年10月，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综合运用大数据多维研
判分析，获取安徽籍在逃人员
王某近期在镇江有活动轨迹等
重要线索后，立即开展全方位
数据比对，通过人像辨别盲筛
和数据碰撞比对，一举将改名
换姓、漂白身份潜逃22年的王
某抓获。这一年，镇江 110依
托警务大数据，与一线公安机
关共同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和网上逃犯66名。

“实现精准打击违法犯罪，

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更重
要的是打防并举、预防减少犯
罪。在这方面，我们的警务大
数据平台正在‘发力’。”市公安
局副局长梁坚表示，对日常接
处警和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警
方会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有
效提高该区域民警防控力度，
并开展针对性防范宣传，切实
预防减少犯罪。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金
观表示，镇江公安110三十年的
成长、三十年的历练、三十的风雨
兼程，记录着镇江公安的不易和
艰辛，镌刻着镇江公安的忠诚和
坚守，肩负着平安建设的光荣使
命。新形势下，镇江110将不断
开创新的辉煌。

备战每时每刻 守护古城平安

本报讯 22 日上午，参加
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的离休老干部陈醉
云，在家中坐着轮椅向扬中市
卫健委党委缴纳特别党费一万
元，以表达对党的无比热爱和
感激之情。陈老说:“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淮海战役胜
利70周年，今天恰逢自己90岁
生日，我要同时过一次政治生
日，以教育子女和孙辈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
跟党走，爱岗敬业作贡献，做
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陈醉云老人生于 1930年 5
月，1944年 9月入伍，1947年
4月入党。参军时他是一个只
有14岁的放牛娃，开始任扬中

县独立团四连文书，后任独立
二团副班长，1945年被组织选
送到华东医校学医，成为一名
军医。

陈醉云作为一名战地军
医，不怕苦，不怕流血牺牲，
经常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飞
机大炮的围堵，奋勇战斗在抢
救伤员的第一线。他先后参加
过豫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
南战役，七战七捷，淮海战
役、苏中战役，解放上海和抗
美援朝等大小战役，荣立三等
功两次，嘉奖三次。1945年 8
月，在黄桥沈庄遭遇战中，他
的右眼被炸伤，几近失明，被
评为三等甲级残疾军人。

由于在战场上负了伤，国家

给陈醉云颁发了残疾军人证，每
年可以拿到现金补贴，然而他却
将这个残疾军人证捐给了国家，
这一捐就是 26年。说起捐献残
疾军人证这件事，陈老显得坦然
淡定。他说：“1952年抗美援朝，
国家号召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当
时我每个月只有 1块钱生活津
贴，就把残疾军人证捐给了国
家。我想，虽然我作为军人已经
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
我还要出些钱来支持国家，用每
年的残疾补偿金支援国家买飞
机大炮和社会主义建设。”

陈老说，在我90岁生日时，
向党组织缴纳一笔特殊党费，一
是为了感谢党，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二

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希望人民
都能富裕安康。三是为了教育子
孙后代听党话，跟党走，艰苦奋
斗，砥砺前行。陈老共有 4个子
女，一个大家庭里有8个党员，4
位军人，可谓是红色家庭。为了
弘扬和传承革命传统，陈老特地
在自己 90大寿来临之际，将子
女孙辈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提
出了六个“想一想”：想一想红色
政权是怎么得来的？想一想新中
国是怎么成立的？想一想今天的
幸福生活从何而来？想一想当初
入党为什么？想一想今天为党干
什么？想一想将来为党留什么？
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主题
教育开展到家庭，以表达对党的
赤诚之心。（黄维 孙富民 袁刚）

把主题教育开展到家庭

老干部陈醉云90寿辰缴纳万元特殊党费

24日，润州区金山
街道西津古渡社区开
展“歌唱祖国”快闪活
动，辖区商铺志愿者组
成的萨克斯乐队在西
津古渡景区内的尚清
戏台、待渡亭等多个景
点 吹 奏《我 和 我 的 祖
国》《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美丽的草
原 我 的 家》等 经 典 曲
目，向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现场游客伴着
乐曲放声歌唱。

文雯 摄影报道

西津古渡奏响经典乐章西津古渡奏响经典乐章
志愿者和游客歌唱祖国志愿者和游客歌唱祖国

乡愁馆留住历史的记忆
24日，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乡愁

馆里整理农具。为留住人们对以往岁月的记忆，京口路社区将一
些即将消失的油布伞、独轮车、犁等生活用品和农具，收集起来，
筹建乡愁馆，让居民们记住一份乡愁，感受生活的变迁。

王呈 胡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24日上午，位于老
城区航运新村一栋老旧筒子楼
前热闹起来，楼前的三辆私家车
格外引人注目。原来，是金山公
益志愿者们来接失独老人王国
金去老年康复中心了。

今年66岁的王国金自独生
子去世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高血压、糖尿病缠身。三年前又
不幸患上帕金森综合征，病情逐
年加重。虽然不是要命的病，但
由于四肢无力，逐渐失去生活自

理能力，每天甚至要摔几个跟
头，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老
伴曹阳身材弱小，加上患有眩晕
病和糖尿病，每当王国金摔倒
时，常常拉不起体重超过80公斤
的他，“整栋楼就住了我们家一
户，想喊人帮忙也做不到。”曹阳
无奈地说，有时实在拉不动，老
两口就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洁羚”是金山公益与王国金
家庭结对的志愿者，虽然住在焦
山附近，但她每周都会上门探望

老人，也多次碰上老两口席地而
坐哭泣的场景。随后，志愿者团队
加大了探望频次。可志愿者的探
望，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帮助王国
金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让王国金
去住养老院？”面对志愿者们的建
议，曹阳说，老伴每月退休工资仅
1200元，加上自己的退休金，远远
不够支付养老院的费用。

了解到实际困难后，金山公
益志愿者带着王国金的病情和
收入证明材料跑遍了多个市、区

相关部门，老人的生活现状也引
发多方关注。慈善部门表示这样
特殊的困难家庭决不能丢下他
们不管。经过志愿者们两个多月
的努力，市九久老年康复中心表
示欢迎老人入住，并每月为王国
金减去入住费1500元，他们个人
只需承担2000元的费用。“特别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爱，这里一
切都好，真的非常满意。”曹阳夫
妇非常感激。

金山公益团队负责人瑶瑶
介绍，失独老人入住非公养老机
构，费用由个人、慈善机构、社会
共同承担，在全省尚属首例，这
也为今后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问
题增加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有
着积极意义。 （曾海蓉 万翔）

贫病失独老人入住康复中心
费用由多方共同承担

本报讯 日前，镇江经济开
发区法院通过和解、扣划、查
封、强制开锁勘验等各种执行
手段，历时10个月，终于成功
执结了一起标的额达60余万元
的案件。

执行局副局长曹涌 24日告
诉记者，此案的被执行人为袁
启 （男，化名） 夫妇，他们的
好友祝历 （男，化名） 承担连

带责任。2017 年底案件判决
后，三名被执行人均未主动履
行义务。2018年 7月，申请人
申请强制执行。开发区法院执
行局查明，袁启夫妇名下财产
已被多家法院查封，甚至其中
一处房产竟前后被13家法院查
封。在曹涌的多方协调下，双
方达成分期给付欠款的执行和
解协议。

不料，和解协议签订后，
三名被执行人却没有按照协议
按期给付钱款。由于袁启夫妇
名下财产已经资不抵债，2018
年10月，法院执行干警依法扣
划了祝历账户内的 30余万元，
并于第一时间将执行款发放给
了申请人。与此同时，法院还
查明，祝历名下还有两套房
产，分别位于市区东吴路和谏

壁，银行账户内有 6万余元存
款。曹涌多次联系祝历，要求
他依法尽快履行还款义务。

此后不久，法院依法查封
了祝历位于东吴路的房产，准
备进行拍卖。祝历的女儿了解
到房屋即将被拍卖这一情况，
主动联系了曹涌，表示愿代还
款，保住房子。在曹涌主持协
调下，祝历的女儿与申请人就
剩余款项达成了分两次给付的
协议。5月 20日下午，最后一
笔22万元已通过转账到位，这
起案件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任偲佳 张凤春）

连带责任人必须承担还款义务
开发区法院成功执结相关案件

市领导督查苏南运河
省国考断面达标情况

本报讯 24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孙晓南带领市卫健委、水利局、交
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负责人，
现场督查苏南运河镇江段谏壁桥、辛
丰镇、王家桥三个省国考断面达标
情况。

据介绍，苏南运河镇江段共设有
4个考核断面，其中国考断面 2个，分
别为辛丰镇（丹徒区）、吕城断面（丹阳
市）；省考断面2个，分别为谏壁桥（京
口区）、王家桥断面（京口区）。2019
年 1-4月，4个断面水质均达到Ⅲ类
目标。

现场督查中，孙晓南强调，断面水
质达标、水治理是事关民生的大事，是
必须抓紧抓好、抓出实效的实事，要认
清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进一步强
化组织领导，加强督查督办，确保各项
目标要求落地生效；分析部分指标“超
标”的原因，围绕“管、护、治、理”四个
方面督促治理措施落实到位，实施“一
河一策”落实功能区水质达标责任，确
保断面达标、河长制工作举措扎实可
靠，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记者 杨佩佩）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
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讯 24日，市政协提案委员
会全体委员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
2019年提案工作情况，提案委员会部
分委员就提案委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会议指出，为了创新提案办理工
作，今年在年初立案的311件提案中，
遴选了14件确立为重点提案，将由市
委市政府领导负责领办督办。市政协
将全面推进已立案的提案建议落地，
重点抓好“加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打造世业洲健康岛”等 14件重点提
案的督办工作，同时还将不断推进提
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让提
案工作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会议要求，全员入委后，全体提案
委委员要关心提案工作，及时建言献
策，同时带头提提案，提优质提案。市
政协提案委机关要转变思路，多做服
务工作，多听委员建议，促进新时代地
方政协提案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政协副主席陈林海出席会议并
讲话。 （姜萍）

《中国价值》原创图片展
在我市巡展

本报讯 24日，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中国价值:图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根与源》和《中国精神:
图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爱国主
义与改革创新精神》原创图片城市巡
回展在市美术馆举行，此次巡展跨时
三个月，将先后在镇江、常州、上海、淮
安、扬州、无锡六个城市举行。

《中国价值》选取了影响远大的
60 多个人物和故事，用连环画的形
式，选取中国古代以来的重要事件、典
故，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12
个词进行了对应演绎。《中国精神》从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严谨筛选
出 60个极具典型性的中国共产党人
砥砺奋进的人物和事件，深刻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命题。此次展
览，《中国价值》选取了30个故事、165
张画面，《中国精神》选取了 30 个故
事、158张画面。 （张琼霞 常卫平）

省第五届大学生跆拳道
锦标赛在镇开赛

本报讯 24日下午，由省学生体
育协会高校工委主办，市高等专科学
校承办的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跆拳道
锦标赛，在镇江高专长山校区文体中
心开幕，这是该项传统赛事首次落户
高职院校。

此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 48
支高校代表队共计641名跆拳道运动
员、教练员和领队参与，参赛队伍和参
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南大、东
大、苏大、南体等本科高校代表队 27
支计 350人，南工院、苏建院、江苏农
林、镇江高专等高职院校代表队21支
计 291人。大赛分为甲A组（本科院
校高水平组）、甲B组（本科院校普通
组）和乙组（普通高职院校组）3个组
别，设置竞技（男子、女子各8项）和品
势（男子、女子各6项）两个大项，下设
30个小项。 （胡冰心 朱春瑜 刘曦）

去年一审案件行政首长
出庭率创五年新高

本报讯 24日上午，市中级法院
召开“2018年度行政审判”新闻发
布会。2018年，一审案件行政首长
出 庭 应 诉 率 达 92.34% ， 创 五 年
新高。

去年，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1069件，审结943件。行政案件受理
范围不断扩大，新类型案件呈大幅增
长态势，其中新收环境类一审行政案
件13件，同比增长了116.67%；新收
水利类一审行政案件 12件，同比增
长了 200%。此外，电力、民政、教
育等领域行政诉讼案件也逐年增多，
行政案件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2018 年，全市法院行政庭与行
政机关举办联席会议、疑难问题研讨
会等 45次，协助行政机关开展执法
培训 43次，发出司法建议 50份，积
极帮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
行政应诉能力。 (常文金 谢勇)

市民参观
“放心水”生产

本报讯 镇江生活饮用水是否卫
生安全？24日上午，市卫生监督所联
合市自来水公司共同开展以“关注饮
水卫生 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的“水
厂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市政协委员
和30名市民代表走进水厂，近距离了
解、体验“放心水”的生产流程。

当着市民代表的面，市卫生监督
所检测人员现场取水样对5样指标进
行了检测。“今天水的浊度是0.15，PH
值是 7.5，余氯是 0.7mg/l……”检测人
员表示，水质现场快检通常检测余氯、
PH值、浊度、色度、肉眼可见物、臭与
味等6项指标，现场除了色度没做，其
他5项全部合格。

（方良龙 张子杰 乔颖）

高温天要被“灭火”
周末暴雨大风来袭

本报讯 昨日，我市高温晴热天气
持续，最高气温达到了 35℃左右。就
在不少人感叹酷热如此强猛开局之
时，大风暴雨有些看不过去，将强势来
袭，给市民们降降温了，届时最高气温
将跌至23℃-26℃！

昨日上午，市气象部门发布的天
气预报显示：受江淮气旋影响，我市
25到26日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其中
25日白天到夜里有大到暴雨，26日有
中到大雨，过程雨量50毫米-70毫米，
局部80毫米-100毫米，并伴有5-7级
大风。受降雨天气影响，25日起气温
将明显下降，近期的高温天气将有所
缓解。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预报，
周末两天南京、扬州、泰州、镇江、南
通、常州、无锡、苏州等中南部地区有
强降雨来袭，气温将明显下降。

大到暴雨突袭，小伙伴们要密切
关注，做好防范了！因为较强降水、大
风天气对交通运输、设施农业、户外作
业及人身安全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
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不
过，最近的中度污染空气质量将因此
得到改善。而入夏就差临门一脚了，
也可能要延缓一下。 （继业 钱鹏）

小学生走进报社
走“近”新媒体

本报讯 24日下午，红旗小学五
年级 40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
到镇江日报社参观金山网和融媒体指
挥中心。通过与报社记者编辑的交流
互动，了解新闻，了解新媒体。

在网站，学生们观看宣传视频，
了解金山 e支教、黄明节圌山环保大
行动、植树节等特色活动。与编辑、
记者进行互动，熟悉他们的日常工作
和新闻写作等。

在融媒体指挥中心，学生们对报
社各传播平台产生浓厚兴趣。在记者
的介绍下，学生们了解了两“微”一

“端”，了解了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等。
组织此次活动班主任老师告诉记

者，随着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涌现，希
望学生们对媒体的最新发展也有所了
解。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还希望学生
们能了解新闻，留心身边事，记录身
边事，关心自己的家乡。

（吴丽娜 凌赟 马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