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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讯 1月24日，2017年度区委常委
民主生活会在区机关三楼人大会议室召
开。 会议通报了区委征求意见的情况，区委
班子成员围绕主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韩方参
加会议并提要求。 区委书记沈红星主持会议。

区委高度重视本次民主生活会， 会前
根据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要求，召开多个层
面座谈会，印发测评表和征求意见表，设立
意见箱，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将征求的
意见、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常委班子成员认
真学习了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紧密联系
自身实际，认真进行了自我对照查摆，相互
之间也开展了一系列谈心谈话， 为召开民
主生活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民主生活会上，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朱玉强同志通报征求
意见的情况， 沈红星代表区委常委班子进行
发言，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区委常委
同志逐一进行自我批评并诚恳接受班子其他
成员的批评。

韩方对此次区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准备充分、程序合规、内容充
实、成效明显。他勉励区委常委班子，要以深化
整改为抓手，持续加强常委班子建设，在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好地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一要持之以恒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断增强践行“四个意识”的自觉性。 二
要标本兼治推进整改落实，着力健全改进作风
的长效机制。 三要切实履行管党主体责任，全

面提升从严治党工作水平。四要坚持脚踏实地
真抓实干，推动全区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最后，沈红星表示，要突出重点、狠抓关
键，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精神，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的各项任务落深落实落细。 一要提高站
位。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
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二
要强化认识。 要真正重视此次民主生活会查
摆出的问题，每位班子成员要结合分工，逐项
研究、逐项对照，及时制定解决方案。 三要抓
好整改。 要把抓整改作为民主生活会的重要
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改，取得实效。

区领导严崇明、宣志成等列席会议。
王泽宇

� � � �本报讯 1 月 24 日，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理事长弘强来通调研见义勇为工
作。在港闸区，弘强一行来到全国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高志华家中， 向他和家人表
示慰问。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永华，
港闸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镇
海洋陪同慰问。

高志华家住港闸经济开发区永和花
苑，1997年 8月 14日， 他在十里坊 8组抓
住一名盗窃嫌疑人，被对方连砍 7刀，但他
毫不畏惧，坚决不松手，最终嫌疑人被抓
获。 同年，高志华被评为“全国人民群众
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

弘强一行在通还慰问了省见义勇为
英雄周福如， 参观了市开发区小海街道
见义勇为工作站。她指出，南通见义勇为
工作基础扎实、亮点很多，为全省树立了
榜样，值得总结推广。 薛雯

����1 月 19 日，南通地铁 1 号线首幅地下
连续墙的钢筋笼，在江海大道站成功吊装。
这标志着南通地铁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
段。 整个江海大道站需要 82 幅地连墙，预
计春节前后能够完成所有地连墙施工。 江
海大道站毗邻曙光新村和越江新村， 是 1
号线一期工程的第 9 座车站，地下 2 层，设
有 5个出入口。 倪德华

� � � �本报讯 1 月 24 日，省司法厅副厅长
张亦军率队来港闸考核省法治示范区创建
工作。 省考核组对港闸区近年来的法治建
设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政协主席曹金海
致辞，向考核组介绍港闸区区位优势、经济
城建社会发展和省法治示范区创建情况。
曹金海说，港闸区是百年老区、活力新区、
产业强区、枢纽之区、和谐善区。法治示范
区创建是一场久久为功、 驰而不息的重要
工作，也是一项普惠民生、推动发展的系统

工程。港闸区将以此次检查为动力，进一步加
强和提升法治工作水平， 让法治的力量为区
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近年来， 港闸区始终以“创建省法治
示范区” 为目标， 以落实“党政主要负责
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为
抓手， 以基层基础规范化、 文化阵地建设、
法治惠民工程为载体，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通过
创建， 全区法治基础更加稳固， 法治氛围

更加浓厚， 社会大局更加和谐有序。 省考
核组还观看了港闸区法治创建工作专题片，
实地走访了港闸区法治宣传教育中心、 龙
潭福里善法文化中心和陈桥街道综治法治
中心， 并对工作台账进行考核验收。 省考
核组对港闸区近年来的法治建设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钱建华， 市司法局局
长缪平，市依治办副主任钱永忠，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朱玉强等出
席汇报会。 倪德华 陈建峰

区委常委会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

突出重点狠抓关键
落深落实落细从严治党

创建省法治示范区成效显著
港闸区受到省考核检查组充分肯定

2017-2018年度港闸区党员冬训工作会议召开

围绕六大专题学习理论增强党性

南通地铁 1号线

首幅地连墙
成功吊装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慰问见义勇为楷模

全民阅读仪式启动
加快建设书香工程

市网络文化季评选
港闸连获三个奖项

� � �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部署本年度冬训工作，进一步提升
全区冬训工作科学化水平，1 月 22 日，
2017-2018 年度港闸区党员冬训工作会议
暨宣传骨干培训班在区委党校举办。

本年度冬训工作从本月下旬开始至 2
月 28日结束， 今年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
神、省市区委全会精神和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
育、 基层组织建设 6个专题开展集中教育培
训，着力聚焦组织成立“百姓名嘴”宣讲团、开
展“点赞新时代，共话新征程”理论微故事征
集、 积极参与江苏基层党员冬训 40年纪念文
集编写、组建“讲习近平故事”宣讲队等 4个重
点工作。

对做好今年冬训工作， 副区长吴亚峰要

求强化大局意识， 把握新时代冬训工作新形
势；强化精准意识，明确新时代冬训工作重点
任务；强化问题意识，推动新时代冬训工作改
革创新；强化责任意识，确保新时代冬训工作
取得实效。 会议对“讲习近平故事”征文获奖
者进行了颁奖。

随后， 南通市委党校季建林教授为与会
宣传骨干作了题为“责任 本领 人品———理
论宣讲感悟谈”的专题培训讲座。 薛雯

� � �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加快全区书香工程建设，进一步活跃
港闸全民阅读氛围， 促进全民阅读向纵
深推进，1 月 23 日，区文体新局、区教育
局在区实验小学共同举办了 2018 年港
闸区全民阅读启动仪式暨“带本好书回
家过年”阅读竞赛活动。

市文广新局党组成员、 局长助理徐
庆满，市文广新局副调研员、市全民阅读
促进会副会长张毅，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朱萍，区政府副区长张洪晖，区政协副
主席马俊等出席活动。

据悉，港闸区以后将每年举办“全民
阅读启动仪式”，12 月举行全区总结表
彰， 以此提高广大市民参与全民阅读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朱海剑

� � � �本报讯 1月中旬， 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网信办组织的 2017年南通市网络文
化季评选结果出炉。 港闸区获得多个奖
项：港闸区“指尖少年阳光成长”青少年网
络素养提升工程被评选为优秀项目；“微
爱花墙 365”网络文化项目荣获创意策划
奖；港闸区委宣传部荣获组织推广奖。

钱冬阳

� � � �本报讯 1月25日，区委举行法律顾
问聘任仪式，聘任吴存银等7名同志为区
委法律顾问、潘建明等9名同志为区委法
律专家库成员。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组织部长、 统战部长朱玉强为受聘人员
颁发证书并讲话。

朱玉强指出， 举行区委法律顾问和
法律专家库成员聘任仪式， 标志着区委
法律顾问制度正式建立。他强调，区委法
律顾问和专家库成员要紧紧围绕“强富
美高”新港闸建设要求，发挥好审查把关
作用，坚持以法治视角和专业知识，参与
区委相关决策；发挥好参谋智囊作用，围
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多做研究思考，多
提出建设性意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把开展工作与深入基层、 联系群众结合
起来，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及
时把社情民意带上来， 为社会和谐凝聚
更多的正能量。 薛雯

港闸区委法律顾问
制度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