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全省宣传部长会
议在南京召开。省委宣传部表彰
一批先进集体与个人。在省委宣
传部组织的三年一度评比活动
中，港闸区委宣传部被授予全省
优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
体。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全省共
39家，南通1家。

近年来，港闸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工

作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总要求，紧扣市委、区委工作部
署，敢于攀高争先，不断推进创
新，统筹理论舆论、文明文化、内
宣外宣、网上网下成效显著，基
层理论宣讲特色品牌“小院课
堂”“中心组学习‘369’工作法”
等经过《人民日报》等中央、省级
权威媒体的广泛宣传，产生较好
反响；依托“解放思想、追赶超

越，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
动，组织开展的“主流媒体聚港
闸”“江海名嘴话港闸”“青年歌
手颂港闸”主题活动在群众中反
响热烈；“指尖少年 阳光成长”
青少年网络素养提升工程入围
第五届江苏网络文化季活动项
目，获南通市网络文化季活动优
秀项目奖第一名；文化文艺精品
迭出，广播剧《花子街》、电视纪
录片《寻找1895》等6部作品获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歌曲《故乡老街》入选中宣
部第五批“中国梦”推广歌曲，与南
通艺术剧院联合制作的话剧《张
謇》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大
型舞台剧滚动资助项目，“欢乐五
水汇”“百年港闸 大美市北”等宣
传文化品牌异军突起；德善之区、
道德高地建设成效卓著，天生港消
防中队被中宣部命名为第三批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吴锦泉获得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省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和全省道德风尚高地建设推进
会影响深远。意识形态工作和精
神文明创建长效管理考核名列全
市前茅，多项特色工作获全市宣传
系统改革创新奖，先后获得全省基
层党员冬训工作示范区、市建设全
国文明城市突出贡献集体三等功、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
组织工作奖等多项荣誉。 高翔

努力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港闸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获评省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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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曹金海要求，要坚定政治方

向，筑牢思想基础；要强化责任担
当，聚焦发展大局；要弘扬团结民
主，促进社会和谐；要加强自身建
设，提升工作水平。

曹金海强调，新时代的伟大
事业召唤我们团结奋斗，新征程

的美好前景激励我们奋力前行。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
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埋头实
干，努力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
局面，为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
港闸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
本次会议补选了区九届政协常

务委员；会议共收到提案 177 件，
会后，区政协提案委将做好审查
和立案工作，交有关承办单位或部
门办理。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港轩

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闭幕

(上接1版）
徐国安对此次区委常委会民

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次
民主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大
家发言认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
格，意见坦诚，达到了统一思想、明
确方向、凝聚力量的目的，增强了班
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

徐国安就巩固民主生活会成
果、加强港闸区委班子自身建设，
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
政治，进一步增强政治定力，树牢

“四个意识”、做到“五个纯粹”，不
折不扣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在坚持“两个维护”上做表
率。二要奋发进取抓实干，聚精
会神抓好手头工作，不折不扣落
实好年初的工作目标和对群众的
承诺，抓紧谋划好2019年规划和
重点举措。三要标本兼治抓整

改，树立问题导向、强化整改意识，
始终聚焦问题不跑偏、扭住问题不
放松、改正问题不手软，做到精准发
力、持续用力，真改实改彻底改。四
要聚精会神抓党建，认真落实好管
党治党“一岗双责”，切实把每条战
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
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黄卫锋在会议小结时指出，这
次民主生活会继承了党的好传统、
好作风，在思想上、作风上、党性上
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加油”和“补
钙”。下一步，要按照徐司令员的讲
话要求，以今天的民主生活会为新
的开端，突出重点、狠抓关键，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落深落实
落细。要当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表率。认真贯彻中
央、省市关于推进高质量发展、打好
三大攻坚战、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

等各项战略部署，让中央精神在港
闸落地生根。要当好坚持问题导
向、狠抓问题整改的表率。坚持系
统思维抓整改，将抓整改与促发展
相结合，将纠问题与立规矩相结合，
将抓当前与谋长远相结合，巩固此
次民主生活会的整改成效。要当好
提高党性修养、强化自身建设的表
率。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认真
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班子团
结，营造团结和谐的干事创业氛
围。要当好真抓实干、推动发展的
表率。认真开展好“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成就梦想”主题活动，以“五个
三”行动为抓手，不断提高“三个密
度”，纵深推进港闸高质量发展，为
南通“一个龙头、三个先锋”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区领导严崇明、宣志成列席会议。
方聿

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
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
示暂行办法》等规定，现将2018
年度市场主体年报相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年报对象：2018年12月
31日之前（含12月31日）登记的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
作社，均须于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6月30日报送2018年度
年报。

二、年报方式：企业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江苏）（http://js.
gsxt.gov.cn/index.html）报送，
或者登录营业执照最下方网址
（http://www.jsgsj.gov.cn:
58888/province）报送。个体工
商户可以通过上述系统报送或到属
地分局以书面方式报送。通过手
机申报的，需下载手机APP（扫
描右图二维码）。

三、登录方式：
一种方式为“工商联络员”登

录。未注册“工商联络员”的市场

主体需先注册“工商联络员”，已
注册“工商联络员”的市场主体以
后无需再次注册，按系统提示输
入相关信息，凭手机获取的验证
码登录系统。若“工商联络员”需
变更，应当在公示系统上完成联
络员变更。

另一种方式为电子营业执照
登录。

四、操作步骤：请关注“南通
市港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公众号（扫描最右图二维码，也可
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ntgzf-
da），点击公众号——服务指
南——年报工作，内有详细年报
申报操作流程。

五、若之前有年报未在规定
期限报送的，应逐年补报后再申
报2018年度年报，个体工商户补
报年报后会自动恢复正常记载状
态，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
在补报年报后申请移出经营异常
名录。

六、法律责任：个体工商户未
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年度报告或被
发现在报告中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将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
并公示；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未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报公示或被发
现在公示信息中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
公示；若企业满3年仍未依照规定
履行公示义务的，将被列入严重违
法企业名单。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
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
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将予
以限制或者禁入。

七、对于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请
主动办理注销手续，否则将被吊销。

特此公告。
二〇一九年一月

港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2018年度年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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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下午，港闸区法
治文化作品评比暨汇报演出活
动在市北文体中心剧院举行。

我区面向全区开展了法治题
材文化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活
动，共征集到法治书画62幅，法
治剧本13个，法治视频7个。

活动现场对法治视频进行了
展播。其中，《志愿》《郝局长，不
好啦》《信任危机》等作品取得热
烈反响。

活动现场以表演的形式对

剧本类作品进行了评比。幸福
街道选送的小品《接爹回家》获
得一等奖，陈桥街道选送的小品
《戒赌》《债涡》获得二等奖，开发
区选送的小品《上网风波》、秦灶
街道选送的小品《一套安置房》、
唐闸镇街道选送的小品《养娘》
获得三等奖。 曹月麒

寓法于乐 德法同行
我区举办法治文化作品评比暨汇报展演活动

1月14日一大早，幸福街道
幸福家苑社区文化广场上热闹非
凡。舞台上，社区舞蹈队迎着寒
风载歌载舞；舞台下，一群知名书
法家挥毫泼墨，为市民们义务写
春联、送“福”字。当天，由港闸区
委宣传部、港闸区文联共同举办
的“惠风沐浴新港闸 福字春联进
万家”活动在这里举行。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充分发挥书法家服务
社会，服务人民的作用，港闸区举
办了2019新春书法家义务为民
书写春联福字活动，旨在通过此
次活动，在社区大力营造平安、和

谐、吉祥的节日氛围。
活动现场，周时君、蔡金星、

杨亚军、施建、李旸、单小苏等20
多位市、区知名书法家齐聚一堂，
现场撰写相关春联、福字。猪年
春节将近，港闸书画家杨亚军还
现场挥毫，画出了活泼可爱的“金
猪”，赢得了市民一片叫好声。

邢秀梅

书法家写春联福字送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