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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管理于细微处见真章

海安消防救援大队

为进一步加强当前形势下消防队伍的
管理教育工作，海安消防救援大队对标
“四句话方针”和“两严两准”建队标准，
从小处入手，从细节抓起，确保全体指战
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面筑牢队伍安
全稳定基础。
注重教育引导，解决人员思想“小苗
头”。大队结合当前开展的“践行训词精
神，担当神圣使命，坚持五个不动摇”教
育实践活动这一主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训词精神，加强对消
防指战员的教育引导，按照“领导带头学
习、全员参与学习”的方式，全面增强消
防队伍整体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同
时，逐级开展交流谈心活动，定人定时定
责处理，保持队站与家庭的不间断联系，
了解掌握指战员的思想动态、训练和生活
中存在的问题等。组织开展入党、心理健
康教育、心理疏导专题讲座、篮球赛等活
动，真正做到政治上爱护、工作上支持、
生活上关心，缓解指战员的身心压力，切
实做到暖人心、稳队心。聘请心理专家为
指战员做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题授课，
以“身边人”的角色引导指战员树立正确
的观念，捕捉细微的苗头隐患，使其正确
分清是非、荣辱等界限，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抓出实效。
开展隐患排查，规范日常行为“小细
节”。严格执行值班备勤、交接班、晚点
名、请销假、查铺查哨、出入营门登记、
营区消杀等队伍日常管理制度，持续推进
指战员工作作风管理，规范指战员的仪容
风纪，全面提升队伍管理的正规化、精细
化水平。紧盯重点人员以及“人、车、
酒、网、电、密、赌、贷、情”等重要环
节，深入查找队伍内部安全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找准突破口，及时
抓好整改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堵塞安全
漏洞，以提高队伍安全管理系数，确保万
无一失。同时结合重点工作推进、人员车
辆在位、执勤战备、规章制度落实等情
况，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坚决查纠事故
案件的“风险点”和“重点人”，提出预防事故案件的对策措
施，责任到人，及时整改，确保队伍高度稳定，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强化督导检查，严防违规违纪“小过错”。围绕党风廉
政、队伍管理、安全问题等多个方面，重点对人员在位率、
不稳定人员管控、车辆装备、饮酒报备等情况进行督察检
查，充分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对各基层站点进行全时段监控，
发现并改善工作中的不足，以及制度规矩执行不严等问题，
从严从重处理违纪违规指战员，有效整肃风纪，确保“两个
稳定”。
建强完善“支队、大队、站”三级管理体系，将队伍管
理作为事关政治和全局的大事“摆到位”，从干部自身严格抓
起，坚决防范借贷涉赌案件、涉酒违纪行为，以及车辆安
全、作战训练、营区安全、负面舆情等事件。同时，强化督
办结果运用，及时通报整改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归纳总结
整改措施，确保队伍管理教育工作取得实效。
（单仁勇）

苏州太湖度假区消防救援大队全力以赴迎“两会”保平安
为确保“两会”期间辖区消 个人。大队党支部突出党建引 合公安、文体等相关职能部门， 各单位 LED 屏作为宣传载体， 员严格执行执勤战备制度，抽
防形势及队伍安全管理“双稳 领，
“一把手”树标杆，通过会议 对宾馆饭店、景区、民宿等单位 播放以“打通生命通道”为主题 调 2 名 精 干 力 量 24 小 时 驻 守
定”，苏州市太湖度假区消防救 强调、集体谈话、个别交流等方 落实火灾防控刚性措施。聘请 的宣传海报，在小区内张贴消 “两会”单位，全力做好查控工
援大队从动员部署、分析研判、 式，积极动员全体指战员从思 专家对 6 家单位加强指导检查， 防安全提示，扩大消防宣传教 作。针对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
监督检查、宣传教育、执勤备战 想上增强“两会”安保工作的责 对检查发现的消防隐患，要求 育的覆盖面。建立与党政办宣 爆单位等开展“六熟悉”活动，
等多方面落实各项措施，压实 任感和紧迫感，从严、从实、从 各单位列出整改计划，落实整 传科的协作机制，强化普惠性 完善 28 份二级重点单位预案，
责任，全体指战员坚守岗位，枕 细落实纪律作风等各项措施， 改责任人，并督促其落实整改 宣传和警示性曝光，加强警示 确 保 达 到“ 灭 早 灭 小 灭 初 期 ”
戈待旦，全力以赴做好“两会” 为安保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队 措 施 。同 时 组 织 发 动 各 镇（街 宣传“打铁趁热”作用。通过重 要求。面对低温、雨雪、冰冻等
安保工作。
伍保障。
道）、村（社 区）网 格 化 管 理 力 点单位“工作群、物业群、派出 灾害天气，大队储备充足的个
动员部署，强化党建引领，
强化措施，细化社会防控， 量，不间断开展防火巡查检查， 所群”等微信群，不定时发送工 人防护装备，加强车辆装备保
思想统一到位。大队紧扣市、区 整治各类隐患。大队结合当前 对 检 查 中 发 现 的 消 防 安 全 隐 作 提 醒 ，依 托“ 微 信 朋 友 圈 广 养和战勤保障工作，先后开展
“两会”消防安保任务，成立以 开展的“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患，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告”投放防火常识，唤醒消防安 了一系列实操科目，通过战勤
大队主官为第一责任人的安保 对目前疫情新情况、新问题作 有效减少隐患“存量”，严防消 全意识，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 保障科目设难、演练环境设真、
工作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动员 安全形势研判，及时组织发布 防形势出现“增量”。
关注消防工作。
应急处置设险，最大限度检验
部署“两会”安保工作，对照安 火灾风险提示，突出抓好重点
深化宣传，提升群众意识，
全员执勤，战勤保障到位， 了队伍灭火救援的实战应对能
保方案，按岗位将任务分解到 单位、区域的隐患排查整治。联 筑牢安全防线。大队充分利用 提高实战能力。大队全体指战 力。
（谢金球）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

全力建设网格化安全管理体系
一公里”。
报，并将考核结果记入月绩效考
网格化筑 核和年终目标管理考核。
起“防护墙”。
“铁脚板”织牢安全网。
街道
盐龙街道严格 网格员始终坚持聚焦平安稳定主
落实网格化管 业主责，
2020 年，
街道网格员巡查
理 模 式 ，配 备 走访发现问题 4 万余个，
登记重点
专职网格员 66 场所 426 个，
对 322 名“三类人员”
人，实现了 53 全部实现精细化分类、
个性化服务
个综合网格和 和常态化管控，
全面全程参与
“三
13 个无主专属 合一”
场所消防整治专项行动宣传
网格的专职网 排查，
张贴公告 200 余份，
发放《一
格员配备全覆 封信》1万余份，
排查
“三合一”
场所
盖 ，在 各 企 业 152 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常态
张贴网格员信 化、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专
息 公 示 牌 ，并 业化。
要求做到责任
大数据做强“硬支撑”。盐龙
到块、到面、到 街 道 紧 紧 围 绕“ 组 织 、力 量 、机
点、到人，力保 制、考核”四个方面，坚持“警格
“网中有格、格 和网格”的先融合、体制的优融
中 有 人 、人 管 合、工作的真融合，全力提升“警
其事”，负责排 网融合”的实用性、实战性和实
查各网格内安 效性。对“基础信息、重点人员、
全 生 产 隐 患 ， 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治安防控”
网格员在“三合一”场所巡查
确保不留一个 等方面进行警格和网格积极配
死 角 。盐 龙 街 合、相互支持。2020 年，警网共对
近年来，盐城市盐都区盐龙 道高度重视提升网格管理的专业 19095 个核准地址、53517 个实有
街道始终强化红线意识，以“全 化水平，
对网格员进行分层次、
分 人口开展核对校准，对 136 名重
方位、无死角、地毯式”监管为目 类别持续不断的业务培训，重点 点人员及时通报情况，共同予
标，用“网格+专业”夯实网格管 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 以管理，成功调处 3511 件矛盾
理，用“铁脚板+大数据”排查辖 能力，以进一步壮大基层网格队 纠纷。
区内安全隐患，形成网格化安全 伍。建立考核机制，制定考核办
(高芳 朱红霞 束正楼)
管理体系，致力打通安全“最后 法，对网格员定期实行考核和通

>>>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动态
沈高派出所严管易制毒企业
近日，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沈高派出所组织民
警对辖区易制毒企业逐个进行检查，详细询问各企业
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情况，并对安全防范措施、易制
毒化学品的出入库登记，以及易制毒化学品的储存、
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检查，收到较好的警示效果和社会
效果。
（严昌明）

俞垛派出所加强校园安保工作
为推进校园安全保卫工作，有效维护中小学校园
及幼儿园的持续安全，日前，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
俞垛派出所组织社区民警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的安
保工作开展检查，严格认真逐一填写 《全市校门前及
周边安防检查表》，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逐一要求整改
到位。
（王小明）

钟楼新闸

美好校园

德法相伴

为切实增强学生法治 戴 含 聪 以 平 实 生 动 的 语
意识，1 月 6 日下午，常州 言，着重讲解中学生需要
市钟楼区新闸街道政法和 掌握的刑事法律常识，如
社会综合治理局联合街道 遭遇校园欺凌时如何应对
团工委、关工委、新闸中 等内容，引导大家积极学
学部分师生，在江苏东臻 法、守法。
律师事务所开展 《增强法
作为“德法润禾”项
治意识 ， 培养法律思维》 目的系列课程之一，本次
法治大讲堂活动。
法治大讲堂内容贴近青少
活动伊始，东臻所律 年学习与生活，有效提升
师戴含聪首先为学生们讲 了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与
解中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自我保护能力。
易涉及的刑事法律知识 。
（钟宜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债务人名称
1
吴江市世杰纺织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JK032716000201、JK032716000199

2
3
4

吴江市精益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鑫达布业织造厂
吴江市越帅织造厂

JK032715000479、JK032715000478
JK032715000519
JK032717000315

5

江苏紫荆花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D032414000465、JK032414000190、
LC3037140000008、LC3037140000007、
LC3037140000005
江苏三晋石化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JK032415000046
BZ032415000020、DY032414000002
苏州七宝铝业有限公司
JK032216000447、JK032216000066
BZ032216000196、BZ032216000197、BZ032216000198、BZ032216000199、
BZ032215000002、BZ032216000030、BZ032215000003、BZ032215000005、
DY032216000060、DY032216000061、DY032216000062
苏州工业园区风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JK031715001178、JK031715001177
BZ031715000382、BZ031715000383、BZ031715000384、BZ031715000385、
BZ031715000386、BZ031715000376、BZ031715000377、BZ031715000378、
BZ031715000379、BZ031715000380
江苏中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JK031714000545、JK031714000531、
BZ031714000038、BZ031714000036
JK031714000572、JK031714000625
无锡市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苏银锡（宜兴）借合字第 20120719
苏银锡（宜兴）高抵合字第 2011061003 号、苏银锡（宜兴）高抵合字第 201106
01 号、苏银锡（宜兴）借合字第 201207 1004 号、苏银锡（宜兴）高抵合字第 2011061005 号
1703 号、苏银锡（宜兴）借合字第 2012
071802 号
镇江京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JK111217000163、JK111217000236、
BZ111217000335、BZ111217000336、BZ111217000337、BZ111217000385、
JK111217000310、JK111217000316
BZ111217000386、BZ111217000387、BZ111217000418、BZ111217000419、
BZ111217000420、BZ111217000421、BZ111217000422、BZ111217000423、
DY111216000082、DY111215000660
江苏金苇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JK111714000266、JK111714000399
BZ111714000138、BZ111714000139、BZ111714000181、BZ111714000179、扬中DY111712000035
镇江市镇扬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JK111416000114
BZ111416000057、BZ111416000058、BZ111416000059
镇江市兔儿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JK111417001014
BZ111417000313、BZ111417000314、BZ111417000315、BZ111417000316、
江苏厚德建设有限公司
JK111217000230、JK111217000229
BZ111217000375、BZ111217000374、BZ111217000378、BZ111217000377、
BZ111217000373、BZ111217000364、BZ111217000365、BZ111217000372、
BZ111217000368、BZ111217000376
江苏省逸东商贸有限公司
JK111217000233
BZ111217000380、BZ111217000383、BZ111217000381、BZ111217000379、
BZ111217000382、BZ111217000384
镇江茗邦机电商贸有限公司
JK111417000376
BZ111417000080、BZ111417000081、BZ111417000082、BZ111417000083、
BZ111417000084、BZ111417000087、BZ111417000090
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JK111917000669、JK111917000668
BZ111917000175、BZ111917000176、BZ111917000177、BZ111917000178、
BZ111917000179、BZ111917000180、BZ111917000181、BZ111917000169、
BZ111917000170、BZ111917000171、BZ111917000172、BZ111917000173、
BZ111917000174
镇江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JK111117000134
BZ111117000043、BZ111117000044、BZ111117000045、BZ111117000046、
BZ111117000047、BZ111117000048、BZ111117000049
江苏奥丹机械有限公司
JK111614000140、
BZ111614000097、BZ111614000098
QT111614000006(SX111614000323)
江苏锐光车业有限公司
JK111614000141
BZ111614000099、BZ111614000100、BZ111614000101、BZ111614000102
江苏齐航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JK111417000742、JK111417000753、
BZ111417000202、BZ111417000203、BZ111417000204、BZ111417000211、
JK111417000754、JK111417000757
镇江安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JK111417000762、JK111417000771、
BZ111417000250、BZ111417000249、BZ111417000246、BZ111417000247、
JK111417000777、JK111417000773
BZ111417000259、BZ111417000248、BZ111417000252、BZ111417000251、
BZ111417000253、BZ111417000220、BZ111417000221、BZ111417000222、
BZ111417000232、BZ111417000223、BZ111417000224、BZ111417000233、
BZ111417000220、BZ111417000221、BZ111417000222、BZ111417000232、
BZ111417000223、BZ111417000224、BZ111417000233、BZ111417000236
BZ111417000235、BZ111417000234、BZ111417000255、BZ111417000239、
BZ111417000237、BZ111417000238、BZ111417000242、BZ111417000240、
BZ111417000241、BZ111417000254、BZ111417000243、BZ111417000245、
BZ111417000244、DY111415000017
洛斐尔建材江苏有限公司
JK071817000296、JK0718000297
BZ071816000122、BZ071816000123、BZ071816000124、BZ071816000125、
DY071816000142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JK151516000351
BZ151516000065、DY151516000047
上海昆耀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JK152511000110
BZ152511000046、BZ152511000047
上海郎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JK151814000024、JK151814000035
BZ151813000011、ZY151814000010、ZY151814000016
上海利雄金属制品厂
JK152112000135
BZ152112000065、BZ152112000064、BZ152112000063、DY152112000020
上海小梁园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JK152016000004、JK152016000013
BZ152014000169、BZ152014000170、BZ152014000171、DY152014000079
上海云端广告有限公司
JK153715000124
BZ153715000134、BZ153715000135、BZ153715000136
上海淼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K153715000125
BZ153715000137、BZ153715000138、BZ153715000139
上海盟迪商贸有限公司
JK151414000015
BZ151414000010、BZ151414000011、BZ151414000012、BZ151414000013
上海华固特种门窗有限公司
JK152017000251
BZ152017000049、BZ152017000048、BZ152017000050、BZ152017000051、
DY152016000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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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担保合同编号
保证人、债务加入人或抵押物名称
BZ032716000041、BZ032716000199、BZ032716000044、BZ032716000201、
吴江振宇纺织电器厂、阮小明、何利群夫妇、计剑华、周雪娜夫妇、吴江市盛泽信达绸厂
BZ032716000042、BZ032716000043、BZ032716000046、BZ032716000045
BZ032714000323、BZ032714000324、BZ032714000325
吴江市世杰纺织品有限公司、王新江、王永新夫妇、阮小明、何利群夫妇
BZ032714000320、BZ032714001234、BZ032714000321、BZ032714000322
吴江市正晖喷织有限公司、吴江三龙喷织有限公司、周海明（胡金凤）夫妇、龚建根（徐凤妹）夫妇
BZ032717000128、BZ032717000128-2、BZ032717000128-3、BZ032717000129、苏州汇基纺织有限公司、蒋兴华、徐忠英夫妇、潘夏荣、蒋永芬夫妇、苏州绿源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BZ032717000130
苏州兴越纺织有限公司
BZ032414000051、DY032413000180、ZY032414000017、ZY032414000017-1
徐雪英、刘国忠、抵押房地产、存货质押
张银华、范娅琴、抵押房地产
江苏七宝光电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特种电缆二厂有限公司、崔七宝、邱爱妹、崔展翔、
抵押房地产
江苏众力担保有限公司、苏州市东财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明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集成贸易有限公司、施浩、王昉、张建新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蔡开坚
债务加入人：
江苏中建彩涂板有限公司、宜兴市金通钢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及公司原法定代表董俊良、丁小娟夫妻、实际控制人吴建新、陈息凤夫妻；
抵押房地产
镇江汇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东海、毛小珍、周亭宇、朱月仙、抵押在建工程及土地

郭小萍、陆廷柏、陆巍、朱毅、抵押房地产
镇江市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跃珍、王惠镇
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付国平单人、钱爱民、田振凯夫妻
镇江市诚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严伟东、殷林梅、钱爱民、田振凯
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厚德建设有限公司、镇江茗邦机电商贸有限公司、镇江德良建
材有限公司、镇江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钱爱民、田振凯
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厚德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逸
东商贸有限公司、镇江德良建材有限公司、钱爱民、田振凯、林伟
江苏厚德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逸东商贸有限公司、镇江茗邦机电商贸有限公司、镇江德良建材有限
公司、镇江市宏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田振宇、管春兰、钱爱民,田振凯
江苏中腾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镇江百世燃料贸易有限公司、江苏厚德建设有限公司、镇江茗邦机
电商贸有限公司、江苏省逸东商贸有限公司担保、付国平个人、田振凯夫妇
江苏台阳化工有限公司、王锁方、刘美琴
江苏新天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众威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江苏锐光砼业有限公司、郭波、戎建华
镇江安达煤矿专用设备有限公司、镇江安达非开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远清、抵押房地产
深圳市恒泰丰科技有限公司、镇江市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江苏齐航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镇江安达
煤矿专用设备有限公司、镇江安达非开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泽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李远清、
安小康、卜忠炳、张立新、抵押房地产

洛斐尔建材（沈阳）集团有限公司、崔虎、冯卫红、薛成芳、赵洋东、容劲光、田新、抵押房地产
郑茂火、陈巧云、抵押房地产
陈凤安、阮细招
沈伟杰、应收账款质押
上海徐雄五金制品厂、徐雄、范月利、抵押房地产
上海小梁园年代秀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梁盈、董庆功、抵押房地产
杭州勒卡斯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苏州墨提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张宝玉、周静
杭州勒卡斯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苏州墨提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张宝玉、周静
上海攀登贸易有限公司、陈炜、张雪红、鞠爱芳
江苏华固特种门窗有限公司、江苏门中经典特种门窗有限公司、董选静、陶良华、抵押设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