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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为确保辖区元旦期间安全稳
定，上月24日、25日，区委书记黄
卫锋先后对沃尔玛山姆会员店、万
福护理院、吉宝船厂、中国绿城·蘭
园项目部等单位开展节前安全检
查。副区长张军参加检查。

在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黄卫
锋详细了解了企业的基本情况。
他强调，元旦将至，商店要加强安
全防范，做好超客流和火灾等应
急处置预案措施，为市民提供一
个安全温馨的消费环境。

在万福护理院,黄卫锋询问
了机构的基础设施、床位设置、人
员入住、服务管理规范等情况。

黄卫锋指出要用真心、真情为老
年人提供优质服务，始终绷紧安
全这根弦，不能有丝毫懈怠，要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抓实抓好用火用电安全、食品安
全、住宿安全等工作。

在吉宝船厂，黄卫锋现场实
地察看了企业安全告知、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情况和企业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安全设施设备等情
况。黄卫锋表示，安全生产任重
而道远，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提升全体员工对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参与度。务必要提高
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强化安全监

管，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在中国绿城·蘭园项目部,黄
卫锋向项目负责人详细了解了工
程概况、进度、施工现状。黄卫锋
指出，在抓好工程质量的同时，要
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不断强
化责任意识，抓好隐患排查整改，
牢固树立“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
松”的思想，做到防微杜渐、警钟
长鸣。

区委办、发改委、住建局、安
监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消防
大队等部门和相关街道负责同志
参加活动。 曹田

上月25日，港闸区妇女第七
次代表大会在区机关四楼大会堂
举行。来自区直机关、街道（开发
区）各行各业妇女代表152人参
加大会。区委书记黄卫锋、市妇联
主席秦艳秋出席开幕式，严崇明、
朱玉强、朱萍、宣志成、苏美云等
区领导参加会议。

五年来，我区各级妇联组织
围绕中心，忠实履职，服务大局，
服务妇女，推动妇女工作跃上新
台阶，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贡献。我区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
基本国策，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
定实施“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落实民生项目，保障了妇儿事
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开展“巾
帼心向党”系列主题活动、“十百
千巾帼大宣讲”活动，强化思想引

领。开展培树、表彰三八红旗手
（集体）、“巾帼建功”先进典型和
优秀巾帼志愿服务者等活动，充
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
用。通过新闻媒体、港闸女性网站
等载体，讲述巾帼好故事，妇女工
作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抓住

“创”字关键，举办各类巾帼项目
路演、“巾帼创业明星”评选，培育
各级各类巾帼示范基地。务实

“帮”字举措，聘请巾帼志愿者、
辖区大学生和退休教师等建立

“4:30放学驿站”，开展爱心妈
妈助春蕾活动，实施“蒲公英行
动”。做足“家”字文章，常态化开
展“最美家庭”寻访活动、“五好家
庭”评选活动，全区评选各级“最
美家庭”58户，其中获全国“最美
家庭”1个；评选各级“五好家庭”
32户，其中获省级“五好家庭”3

个。强基固本夯实组织基础，选举
产生村（社区）妇联主席64人、副
主席141人、执委255人，基层妇
联工作队伍得到壮大。不断扩大
妇女组织覆盖面，在晶城科创园、

“五水汇”商圈、陈桥商圈等相继
成立妇联组织。着力推进“姐妹微
家”建设，进一步延伸“妇女儿童
之家”服务半径。

黄卫锋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大
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
指出，五年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
在区委和市妇联的领导下，围绕
中心、立足基层，在团结引领妇
女、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推动家庭文明建设等方面，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全区广
大妇女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巾帼先进
典型，充分展示了港闸女性的优

秀品质和时代风采。
黄卫锋强调，当前，港闸正面临

着奋力追赶超越，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任务，迫切需要包括广大妇
女干部群众在内的全区人民齐心协
力、共同奋斗。

黄卫锋指出，一要始终把握正
确方向，坚定政治立场。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始终找
准工作定位，争创崭新业绩。要紧紧
围绕中央和省市关于妇联工作的要
求，落实好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
努力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三要始
终坚持协同奋进，汇聚工作合力。要
全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妇
联牵头、各方参与、社会协同”的工
作格局，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港闸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秦艳秋对我区五年来妇女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我
区妇女工作提出新期望。她要求，要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为坚定不移跟
党走凝聚共识；要围绕中心大局，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要全面
深化改革，为建设坚强阵地和温暖
之家汇聚力量。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组织部
长、统战部长朱玉强在大会闭幕式
上讲话。

大会听取并审议马燕代表港闸
区妇女联合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41名区
妇联第七届执委会委员。在区妇联
第七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选举产生了13名区妇联第七届常
务委员会委员，马燕当选港闸区妇
联主席。 泽华

我区召开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
区委书记黄卫锋、市妇联主席秦艳秋出席开幕式，马燕当选区妇联主席

随着气温降低，华润悦锦湾栽种的小树迎来了第一个冬季挑战。为
了保护小区绿化环境，提高树木冬季成活率，长岸社区网格服务管理办公
室华润悦锦湾网格长们为小树穿上了“新衣”。

据了解，小树一件件漂亮的“新衣”，是网格长们花了几天的时间编织
而成的。目前，已有20多棵小树包上了漂亮的保护层，不仅可以保暖，还
可以保护树木免遭害虫的侵害。 陈慧

区委书记黄卫锋率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时强调

强化责任意识 抓好隐患查改

上月29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区政协主席曹金海专题
听取为民办实事项目情况汇报。
会议总结2018年为民办实事取
得成绩，研究部署2019年为民办
实事编制工作。副区长张洪晖参
加会议。

曹金海指出，为民办实事项
目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
手，是区政府向全区人民作出的
庄重承诺。2018年以来，全区上
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实施
十大类为民办实事项目，总投入
达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四分之三，民生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共建共享水平显著提升。
2019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编排工作，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精心筛选提炼、
多轮修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共编
排十大类30个项目，总投入超30
亿元，其中区级投资近6亿元。

就排细排好2019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曹金海强调，一是政治
站位要提升。2019年是决胜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编制好全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至关重要，要把为民办实事项目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容。二是项目编排要科学。坚持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统筹好保民
生与促发展，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排好为民办
实事项目，让群众有更多、更直
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三是准备工作要充分。各
单位要提前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逐一明确目标任务、序时进
度、资金安排、责任分工等重点，
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坚决
兑现政府向群众作出的承诺。

区政府办、区财政局等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 肖池云

上月26日，区十届人大常委
会召开第十九次会议，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严崇明主持会议。会议
补选黄卫锋、朱玉强为南通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听取审议区政府“聚力
科技创新，促进港闸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一年来，区政府专门成立由区长
任组长、常务副区长任副组长、相
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议案办理
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相关部门
具体承办职责。全区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综合实力日益增
强，发展质态持续优化，产业布局
日趋合理，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会议建议区政府对照高标准
发展的要求，针对土地资源、人
才资源、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
短板，以高标准定位谋划高质量
发展，以高质量项目推动高质量
发展，以高质量人才保障高质量
发展，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力促我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会议听取审议区政府关于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区人大
二次会议以来，区政府高度重视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各承办
单位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摆在重
要位置，改进办理方式，有效提高
了办理效率和质量。实际办理的

155件建议，代表对答复结果满
意的145件，基本满意的10件，
满意与基本满意率为100%。

会议听取审议区政府关于港
闸区2018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会议认为，区政
府根据财力来源变化，统筹安排
支出，保障政府重点工程、社会事
业发展的需求，达到了财政收支
平衡。会议决定批准区2018年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萍、
蒋曦、毛喆、张华出席会议。区政
府副区长张军、周卫平，区法院院
长陆燕红，区监察委、区检察院负
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王铁荣

区长曹金海听取为民办实事情况汇报时要求

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九次会议

寒冬暖色

上月20日，区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陆燕红来到唐闸镇街道公园社
区，以一名人大代表的身份，为老百
姓带来了一场普法“大餐”，面对面
聆听群众心声。

在以“让爱与法律同行”为主题
的讲座上，陆燕红围绕“孝慈”“和
睦”“诚信”“规则”四个关键词，选取

十余件案例进行阐述，引导群众树
立正确的家庭观、社会观。宣讲中，
陆燕红不时与群众进行互动，并回
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现场群众
就改设公交线路、小区加装电梯、棚
户区改造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映，
陆燕红认真听取并记录，表示将积
极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 李舒月

人大代表进基层 普法宣讲访民意

上月 23 日晚，南通广电台
NTTV新闻《今日港闸》播出第100
期。网友@郭小妞在港闸区新闻中
心主办的微信公众号“港闸视点”上
留言说，《今日港闸》每周等待，明日
港闸充满期待！

其实，@郭小妞仅是《今日港
闸》拥趸中的一位。“港闸视点”还收
到许多留言：@小笆斗说，“聚焦今
日”是一份活在当下的情怀，“视通
港闸”是一种关照生活的期待。《今
日港闸》，诠释情怀，充满期待。@婷
婷表示要与港闸共成长，相伴更多
个100。诗砚斋撰联祝贺：百期堪振
奋，回首峥嵘岁月，激我豪情，几多

感慨心头起；一梦正升腾，畅怀闳阔
江山，扬斯盛世，无限烟霞笔底生。

《今日港闸》由港闸区与南通
广电台联合主办，节目坚持聚焦中
心，聚焦一线，每周向港闸乃至全
市观众奉上一期港闸新闻的精彩
集锦，累计播出党政新闻88条、经
济新闻50条、城建新闻26条、民
生服务类新闻512条。

主办者表示，从101期开始，他
们将更加聚焦中心工作，聚焦基层
一线，聚焦民生关注，以更加专业、
敬业的精神，为广大观众奉献一道
道接地气、冒热气、滴露珠的新闻
大餐。 港轩

每周等待 充满期待

《今日港闸》播出百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