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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月25日上午，从全市宣传
部长会议上传来喜讯：由港闸区
委宣传部选送的“弘扬好人精
神、构筑道德风尚高地”“港闸
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解
放思想大讨论‘四大活动’”两
大项目，荣获第十五届市直宣
传文化系统改革创新奖和第十
届县（市）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改革创新奖。

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

主线，扎实推进全区道德风尚高
地建设，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社会新风尚。从2012年开
始，我区每年都开展“港闸榜样”
评选活动，每季度开展港闸“十
佳”好人评比展示，组织“中国好
人”线索推荐工作，一大批引领社
会风尚的道德楷模、先进典型不
断涌现。去年6月27日、28日，
江苏省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全省道德风尚高地建
设现场会分别在我区举行，江苏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明委主
任王燕文和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获得者、“磨刀老人”吴锦
泉共同揭晓 6 月份“江苏好人
榜”。幸福街道好人园好人文化
培育，高店社区、南通万达广场诚
信建设，弘爱志愿服务社志愿服
务等工作，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
好评。

去年，为广泛宣传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伟
大成就，真实反映和生动展现改

革开放以来港闸人民精神风貌的巨
大变化，我区组织开展庆祝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暨解放思想大讨论“四
大活动”：组织举办“百姓名嘴话港
闸”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和演讲汇报
会，歌颂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
和家乡港闸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主
流媒体聚港闸”大型采风活动中，来
自全国50多家媒体的70多位媒体
人聚焦港闸，飞阅“大美市北”；“市
北先锋看港闸”历时一个半月，邀请
300余位党员先锋走进企业园区、

社区人居，感受港闸巨大变化；“青
年歌手颂港闸”通过举办“港闸杯”
青年歌手大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投入到火热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中，展现出港闸青年朝气蓬勃、青春
无悔的时代风采。“四大活动”内容
丰富、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累计参
与人数近万人次，人民日报全媒体
平台、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江苏
卫视等各级各类媒体对活动情况进
行了宣传报道。

港宣

构筑道德高地 展现港闸新貌
我区两个改革创新项目获市级表彰

（上接1版）座谈会最后，黄卫
锋向年轻干部提出了五点希望。一
是希望年轻干部做一个忠诚的人。
要把讲忠诚、讲政治刻在心里、融入
灵魂，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在为
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中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二是希望年轻干部做
一个有格局的人。要用更高、更远
的眼光看港闸发展，发现新机遇，
打开新天地。要勇于解放思想，积
极为全区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献计
献策，让整个城市弥漫创新的空
气。三是希望年轻干部做一个有
本领的人。年轻干部要勤于学习，
既要“求深度”，又要“求广度”，既
要当“行家”，又要当“大家”，做到
学与用、知与行的有机结合，争当

全区“大兴学习之风、调研之风”的
表率。要谦虚向群众学习，甘拜群
众为师，努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
慧。四是希望年轻干部做一个有激
情的人。要发扬说干就干、马上就
办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燃烧激情
的火焰。要有“梦想的激情”，做到不
忘初心、热血激昂、怀揣梦想。要有

“实干的激情”，真正扛起责任、以苦
为乐，把逆境当“铺路石”、把基层当

“磨刀石”。五是希望年轻干部做一
个有底线的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
要当官”的教诲，常怀敬畏之心、律己
之心，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谨慎，清清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干事、坦坦荡荡为官。

区委办、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同志参加活动。 方聿

为港闸高质量发展施展才华

2月 28日，港闸区行政审
批局工作人员为南通创亚机械有
限公司现场颁发改版后的全市首
张营业执照。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决
定，从3月1日起，对现版营业执
照进行改革，重新设计并调整相
关内容，启用新版营业执照。我
市从2月28日开始企业登记系

统已经调整完毕，新版营业执照上
线试运行。

自2019年3月1日起，经登记
机关准予设立、变更登记以及补发
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颁发新
版营业执照。之前存续的各类市场
主体，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
也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营业执照。

新版《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

《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3月1日
同步启用。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进企业登记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我
区还将同步启用新版《企业登记申
请文书规范》和《企业登记提交材料
规范》，进一步规范文书表格、简化
填报事项、提升审批效率，切实为南
通的企业减负担、增便利。 王军

共建共享，打造调解平台

去年4月，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里专门设立了律师调解工作
站。各街道、村（社区）通过“三所
共建”工作室积极引导律师参与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聘请多名律
师驻点办公，每名律师负责两个村
（社区）的调解事务，让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便捷的调解服务。目前,全
区5个街道、67个村（社区）实现
了律师调解工作的全覆盖。

律师调处纠纷类型，涉及婚
姻家庭、邻里、物业、征地拆迁、损
害赔偿等多方面，房屋宅基地纠
纷所占比重最高，达38.5%。尤其
在处理群体性敏感和信访纠纷中，
律师能够积极配合政府，引导村民
以合法的方式和正确的途径表达
利益诉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律师往往能够发挥法律知
识权威、调解经验丰富以及第三
方中立的优势，使调处工作更加
顺利。”陈桥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
小戴说，群众遇到纠纷找律师咨
询代理、基层调解员调处纠纷征
求律师意见已成为新常态。有的
驻点律师还主动深入村居，将一
些小矛小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秦
灶街道袁桥村何家兄妹多年不
和，导致70岁老父无人赡养。王
律师在得知老人行动不便后，上

门耐心释法，化解兄妹积怨，让老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去年起，在“三所共建”机制
的基础上，我区新增了“高职院校
法律诊所”、二手车市场“四驱法
务室”等新平台，将律师调解工作
向矛盾多发区域延伸。

对接协作，多元化解纠纷

去年8月，区司法局、人民法
院分别与辖区内5个街道签署

“诉调对接共建协议”，推动律师
调解与诉前调解“无缝对接”。每
天，都有律师在区法院立案服务
大厅里的志愿服务站值班，2017
以来共参与诉前调解325件，优
化了司法资源，减轻了法院审判
压力，提高了司法质量和效率。

此外，全区还设立6个“公调
对接”工作站，采取“1+1”（1名专
职调解员和1名律师）调解模式，
推动律师调解与公安调解有机融
合。去年，律师在派出所参与化
解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纠纷 107
起，有效维护了基层和谐稳定。

2017年5月25日，夏某驾驶
的电动车与顾某驾驶的重型自卸
货车发生碰撞，夏某当场死亡，顾
某与死者家属在秦灶派出所内因
赔偿事项争执不休。对接律师立
即赶往现场，协同警方，采取换位
思考、耐心说服等方式稳定家属

情绪，劝导当事人接受调解。协商
过程中，纠纷双方多次因赔偿金额
差距过大导致矛盾激化，律师依照
法律规定，准确核算赔偿金额，引
导当事人理性维权，双方最终达成
一致。

完善机制，确保调解实效

我区建立了律师调解衔接配
合机制，明确受案、指派、调查、释
法、立卷、回访等程序，使律师调解
工作有章可循。23岁的雇佣工曹
某在某4S店安装空调时，不慎触
电身亡。港闸经济开发区“三所共
建”工作站在得知此事后立即介
入，律师通过三次联席会议，提出
专业调处意见和方案条款，帮助调
解小组明确化解方向，最终有效保
障了曹某家庭的合法权益。

我区还加强“互联网+律师调
解建设”，区、街道律师调解工作站
均配备视频调解室，通过“法润民
生”微信群、“12348”法网等平台提
供调解服务，发布风险预警、调解
热线和律师名册等相关信息。家
住幸福街道文俊村的廖女士因离
婚后家庭财产分配与前夫发生纠
纷，她通过“法润民生”微信群向律
师咨询。在律师的热心指导下，当
事人在线签署了财产分配协议，避
免了双方见面时的剑拔弩张，又及
时有效地解决了问题。 周雯晴

“我和
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
分割……”2
月24日，唐
闸老镇的张
謇广场上方
传来阵阵悠
扬、温暖的
歌声 ,新华
社区党总支
以一场快闪
《我和我的
祖国》的形
式向祖国深
情告白。

王艺

我区发出全市首张新版营业执照

（上接1版）曹金海强调，要以
高度的政治站位做好迎节准备，进一
步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以高效
的行动举措抢抓目标序时，从早抓
紧、全速推进，每项任务要做到目标
定得准、方案做得实、行动落得快，确
保所有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要
以强大的工作合力整体联动推进，牢
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主动担当作
为、形成强大合力，不断提升我区城
市品质和服务能级。要以严格的考

核制度保障工作落实，充分发挥好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强化过程考核，加
强督办和问效，旗帜鲜明地进行奖优
罚劣。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冯斌作
工作部署。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察委主任镇海洋宣读2018年度城
建大会战劳动竞赛先进个人表彰决
定。区住建局、区房征办、区城管
局、区文体旅局等部门作表态发言。

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
同志参加活动。 许应田

抓建设展形象 为盛会争作“港闸贡献”

我区律师去年参与调解案件366起

为群众在家门口化解纠纷
近日，笔者从区司法局召开的律师调解工作专题会议

上获悉：2018年，我区律师参与调解案件366件，比上一年
增加206件，增长率129%，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
本，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调整版面内容。新版营业执
照照面版式统一调整为横版，设
有正本和副本。正本尺寸为:
297mm（高）×420mm（宽）；副本
内 芯 尺 寸 为 ：210mm（高）×
297mm（宽）。副本配套发放封
皮。

增加二维码功能。新版营业
执照对原版营业执照的二维码功
能进行统一调整，实现二维码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
的企业信息精准联接。可以通过
扫描二维码直接查询该市场主体
的公示信息，了解市场主体情况。

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对
于领取了新版纸质营业执照的市
场主体要同步生成新版电子营业
执照并存入电子营业执照库。要
继续推进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
跨行业、跨领域的应用，鼓励市场
主体下载并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新版营业执照有哪些亮点？新闻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