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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敏 通讯员
董艳）连日来，淤溪镇扎实开展“两
先一改”基层党支部学习活动，全体
党员通过每天下午打卡学习半小时，
养成固定学习习惯，营造浓厚学习氛
围，推动学习型乡村建设。各村还通
过大喇叭每天早中晚循环播放习近
平重要论述和思想纲要。“上了年纪，
不会摆弄手机、电脑，这回可好了，村
里的‘大喇叭’又响了，我们在家也
能加入学习大队伍了。”淤溪镇靳潭

村老党员肖春洪日前告诉记者。
据该镇组织科缪思雅介绍，今年

以来，淤溪镇把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作为严肃党的组织生活的有力抓
手，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以忆初心、
访初心、悟初心、践初心为主题，开
展“主题党日”系列活动，有效推动

“两先一改”工作。
忆初心。淤溪镇通过做实规定

动作，过好政治生日，回忆入党初
心，进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

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该镇要求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重读入党申
请书、重访入党介绍人，唤醒党员入
党初心，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归属感
和荣誉感，鼓励党员继续砥砺前行，
发挥模范作用。

访初心。淤溪镇通过组织参观
红色基地，探访英雄初心，传承革命
精神。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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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忆初心、访初心、悟初心、践初心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淤溪：让主题党日活动更有“党味”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
昨日，乡村复兴论坛秘书长李
永良带队来我区考察调研，市
住 建 局 调 研 员 、副 局 长 周 国
翠，副区长郑长进陪同调研。

考察组先后到沈高镇河横
村、桥头镇小杨村、溱潼镇湖
南村，察看生态广场、农家书
屋、稻麦示范方、老年活动中
心、污水处理设施、溱湖绿洲、
小 杨 人 家 等 地 ，听 取 相 关 介
绍，详细了解我区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情况。

考察组对我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下转2版）

乡村复兴论坛
考察组来姜调研

泰州市姜堰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评议的公告

为推动泰州市姜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增强服务能力，改进
工作作风，提升工作实效，更好地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泰州市姜堰区人大常委会将
于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全区开展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评议。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提出
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
至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通信地
址：姜堰区上海路 1 号行政楼 813 室，邮政编
码：225500；联系电话：88869818；电子信箱：
jyrd808@163.com）；或关注姜堰人大微信公
众号，参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社会满意
度调查。

谢谢您的支持和参与！

泰州市姜堰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8月19日

本报讯（记者 范前锋）“真的是太感谢吴
主任了，帮助解决困扰了我们 4 年的问题，让我
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了。”日前，泰州市新亚传动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亚中兴奋地告诉记者。

泰州市新亚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4 年落
户罗塘街道三元村，是一家专业从事机械零部
件生产的民营企业，具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和技术，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绝大部
分产品出口欧美地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厂
区大门部分区域房屋被三元村某村民占用，虽
经镇村干部多年努力，但收效甚微，严重影响了
企业的发展和形象。

去年以来，区发改委致力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组织 24 名党员干部全力为企业提供“保姆
式”“一对一”服务。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吴盛霖
挂钩该企业后， （下转2版）

区发改委
服务专员助企破解发展难题

本报讯（记者 张明）8 月
20 日下午，2019 年扬州姜堰商
会捐资助学仪式在区教育局
举行。区领导王亮、陈文德参
加活动，区政协党组成员、秘
书长陈中华主持。

扬州市姜堰商会的爱心人
士将资助款送到受资助学生
的手中，勉励他们勤奋学习、
奋发图强，学成后回报社会。

（下转2版）

扬州姜堰商会
为家乡孩子捐资助学

连日来，区消防救援大队针对招商街“三合一”场所前
期排查出的问题，督促商户按照整治要求自查自改。图为
工作人员向商户讲解整改要求。 陈琦琦 张志来 摄

聚焦“三合一”场所消防整治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约记者 姜伟）根据省委、省
政府统一部署，省安全生产第
三巡查组进驻我区，开展安全
生产巡查工作。昨日上午，我
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
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组长张
卫东讲话。区委书记李文飙代
表区委、区政府作情况汇报。
区领导方针、戴兆平、薛金林、
王国祥参加会议。

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展
安全生产巡查，在我省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张卫东指出，开
展安全生产巡查是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响
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举
一反三、全面推动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

赢得战略主动的一项重要制度
安排。姜堰区要强化大局意
识，上下配合，齐心协力，切实
做到同位思考、同向发力、同步
实施、同频共振，共同做好巡查
工作。要如实反映情况，共同
推动问题的解决。要坚持问题
导向，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生
产问题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
边查边改，不搞简单粗暴的“一
刀切”，对存在突出问题的生产
企业，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停
产的一律停产，该限期整治的
立即限期整治，对安全生产问
题突出的，该约谈的约谈，该追
责 的 追 责 ，强 化 警 示 震 慑 作
用。要强化宣传造势，做好安
全生产巡查正面宣传引导工
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巡查
组成员要严格纪律要求，严格
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

“十项规定”，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依法依规、
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做好巡查
工作。

李文飙汇报了我区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区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关于
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各项工
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突出红线意识
和底线思维，狠抓安全责任落
实和隐患排查，积极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统筹做好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未发生较大以上和
有影响的生产安全事故，全区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李文飙表示，我区将以此
次安全生产巡查为契机，

（下转2版）

省安全生产第三巡查组下沉我区开展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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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采
购代理机构）受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采购人）的委托，就其拟成立贸易公
司的合作方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
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名称：
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

成立贸易公司合作方采购项目

二、采购内容：
为拓展经营范围，增加集团现金流，优化城

投集团融资结构，扩大融资渠道，更好地为城投
集团融资服务，城投集团拟在泰州地区内采购
一家国有性质企业作为合作方成立一家贸易公
司，合作方占贸易公司40%股份。

新组建贸易公司的销售业务由合作方公司
提供，经营资金由城投集团提供，贸易公司总投
资不大于 5000 万元，合作方须在三年内使销售
规模超过150000 万元。经营利润率不低于1%。

三、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1.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等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并提供

下列材料：
（1）投标人为泰州地区国有性质企业（含国

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能力，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须包含建筑材料销售；

（2）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报告（审计报告或
财务报表，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
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
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
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的投标人（以上含单位法定代表人）。

3.本次 项 目 不 接 受 联 合 体 供 应 商 参 加
投标。

五、招标文件发布信息：
1.招标文件提供时间：自招标公告 2019 年 8

月22日在《姜堰日报》发布之日起。
2.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及方式：2019 年 8 月 22

日至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节假日除外)，现场提交材料领取招
标文件，每份售价壹仟元整，售后不退。

3.招标文件领取地址：泰州市海陵区育才
路东方名邸南门入小区888 号。

投标企业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交以下资料：
（1）法人代表人授权书或单位介绍信原件

（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联系方式：
1.采购代理单位：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泰州市海陵区育才路东方名邸南门

入小区888 号
联系人：沈女士
联系电话：0523-86351266
2.采购人：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地址：泰州市姜堰区山水大道888号
联系人：蒋先生
联系电话：0523-80578526

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泰州市姜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拟成立贸易公司合作方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