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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需要哪些材料？

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二
款的规定：“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
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等材料。需要建设单

位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
项目，还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
规划。对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和规划条件的，由城市、县人
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自 2019年 2月 18日起，原通州区新金中路卫业大楼南通市通州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迁往南通市通州区清河南路528号（江
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办公。

特此公告。
南通市通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9年2月18日

区卫计委机关迁址公告

1.发包项目：
本次招标为一个标段：
观澜景苑小区一期给水工

程约100万元
平潮段盐通铁路 DN600管

网改造工程约20万元
江苏生益特种材料有限公

司装表及钢管工程约5万元
金西 6大队 14队管网改造

工程约1.5万元
金西 6大队 12队石江公路

桥底下改造过河钢管工程约2万
元

2.报价依据：国家定额
3.报价：下浮率
4.工期：项目中标后 3个日

历天内进场，开竣工时间由发包
人单项确定。

5.资格条件：持有营业执

照的劳务作业企业，具有有效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符合省住
建厅7号文（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取消施工劳务企业资
质要求的公告）

招标时间：2019年2月25日
下午2:30

招标地点：区自来水有限公
司三楼西头会议室（原金通路18
号）

招标文件等项目资料详见
南通市通州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官网（www.tzzls.com）

联 系 人 ：张 国 清 0513-
86548668 13862832768

南通市通州区给排水安装
维修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8日

南通市通州区
给排水安装维修有限公司

劳务分包公告

本报讯 （记者王春香） 2月
18日上午，全区环保系统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会议，全
面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党风
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最新要求，
部署2019年局党风廉政建设和作
风建设工作。

会议传达了区纪委四次全会
和全区作风建设大会精神，部署
了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重点工作。2018年，全区环保系
统把党建工作贯穿于环保工作始
终，倡导“绩效环保共筑碧水蓝
天”理念，深化“12369”工程，
坚决落实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取
得了党风廉政建设和环保工作双
赢共进的良好局面。今年，环保
系统将继续优化党风政风行风，
压实全员岗位职责，守住纪律规

矩底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及作
风建设再上新台阶，建设一支政
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
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副区长曹建新为与会人员上
党课。他希望大家以“打铁还需
自身硬”“环保亮剑先铸剑”的理
念，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作风建设，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为
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会议对环保系统 2018年度作
风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
彰，组织廉洁自律承诺集体签名
活动，各分管领导、分局局长、
科室和单位负责人递交了“两个
责任”责任书。

全区环保系统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会议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瞿霜霜）2月 17日，新市社区的小
朋友们在社区活动室里开心地做
花灯，享受假期最后的悠闲，迎接
快乐的元宵节。这天，社区举办正
月十五“做灯笼、猜灯谜——欢乐
闹元宵”活动。

花灯是元宵节必不可少的装

饰品，虽然市场上能买到各式精美
的花灯，但总没有自己动手制作出
来的有意义。于是社区购买了制
作花灯的材料，让孩子们体验制作
灯笼的乐趣。花灯虽然简单，但对
首次制作的小朋友们来说还有点
困难，在工作人员的指导和帮助
下，小朋友们都完成了花灯制作。

拎着喜庆的大红灯笼，孩子们欢快
地笑了。

小朋友们做花灯，家长们猜灯
谜。大厅里悬挂着的一条条灯谜
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他们或
与身旁的朋友“窃窃私语”，或比
画，或沉思，沉浸在灯谜的世界
中。猜对的居民拿着小礼品，笑逐

颜开。居民张燕说：“反正在家也
是闲着，过来猜猜谜语，挺有意思
的，还有奖品拿。”

新市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云英
表示，举办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让
群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社区
与居民之间的感情，推动文明和谐
社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张
于）喜气洋洋闹元宵，红红火火猜
灯谜。2月 17日，区图书馆举办元
宵喜乐灯谜会，吸引了广大市民参
加，共同品味传统文化魅力。

元宵节自古就有赋诗、看灯、
猜谜的习俗，现今猜灯谜更是广大

市民喜闻乐见的迎节活动。据了
解，此次活动共悬挂灯谜354条，内
容包括字谜、地名谜和成语谜等，
涉及知识面广、趣味性强，吸引了
不少市民踊跃竞猜，彰显出节日的
喜庆气氛。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你猜我

想，老少参与。有的市民把谜面抄
在本子上，细细揣摩；有的市民和
同伴相互讨论，探索答案……徐涵
宇上小学三年级，当天他一共猜中
了七条谜语，特别开心，“我很喜欢
猜灯谜，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
图书馆里猜灯谜，不仅感受到了元

宵节的氛围，也使假期文化味更浓
了。”

区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这项活动在营造喜庆祥和节
日气氛的同时，也让更多读者走
进图书馆，发挥图书馆文化传播
功能，丰富读者的节日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朱键 通讯员施
向东）2月 15日，区委老干部局活
动中心内人头攒动、喜气洋洋，五
彩缤纷的谜条高高悬挂，吸引了
100余名老同志喜猜灯谜庆元宵。

据介绍，活动现场有 300多条
谜语，谜面涉及己亥猪年、十九大
知识、改革开放知识、百科常识等
四个方面，形式有大家喜欢的字
谜、人物谜、诗词谜等。“我们早早

地就赶过来猜灯谜，活动丰富了我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了元宵传
统文化。”老干部们纷纷表示。

为组织好这次活动，区委老干
部局精心准备，活动设置上充分考

虑老同志的特点和喜好，在猜灯谜
的同时还举行了知识竞猜、文艺联
欢、乒乓球友谊赛等活动，深受老
干部欢迎。

区图书馆举办元宵喜乐灯谜会

新市社区组织居民做灯笼猜灯谜闹元宵

老干部喜猜灯谜庆元宵

2月 18日下午，中国曲协文
艺志愿服务团送欢笑走进南通通
州专场演出暨2019贺新春全区群
众大联欢火热上演。活动中，社
会各界欢聚一堂，集体朗诵《我
们的誓言》，发出新时代的庄严
宣誓，唱响奋进通州昂扬的诗
篇，描绘新征程的发展蓝图。

“天仪再始，岁律更新，新

的发展号角已经吹响。”二甲镇
党委书记倪健忠宣誓完，心情激
动，信心满怀，“新的一年，二
甲镇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始终坚持党建引航再出发，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加快补齐发展短
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让改
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

全镇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
活。”

群众的小事是基层党组织的
大事。一直以来，石港镇广济桥
居党总支书记费光耀在工作中始
终牢记这句话。费光耀说，他将
坚守誓言，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立足群众、立
足社区，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

急，倾心为民谋福利，续写社区
发展新篇章。

区体育局局长陈国华告诉记
者：“一年之计在于春，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定将
进一步聚焦四大定位，全面追赶
超越，营造同心同德、共谋发展
的浓厚氛围，把全年工作做得更
好。” 记者 顾艳

2019贺新春全区群众大联欢侧记之一：

建功新时代 奋发新作为

中天皓月明世界，遍地笙歌
乐团圆。雪月梅柳开春景，花灯
龙鼓闹元宵。在2月18日举办的
中国曲协文艺志愿服务团送欢笑
走进南通通州专场演出暨2019贺
新春全区群众大联欢上，进行了
我区获得“中国曲艺之乡”称号的
授牌仪式。

近年来，我区曲艺文化发展
迅速，原创、排演的大型古装通剧
《范老爷判婚》、通剧传统戏《陈英
卖水》入选文旅部中国百戏盛典，

南通地方剧种自此在中国戏曲百
花园里有了一席之地。我区创作
演出的大型现代通剧《瓦匠女人》
入选江苏紫金文化艺术节展演及
文化旅游部全国现实题材优秀剧
目展演，创作、排演的优秀剧目
《审舅舅》《散花》《老街坊》《二嫂
争媳》《桑树村头》等数次登上了
中央电视台荧屏，相继捧回一座
座全国大赛的奖杯，在 2019新年
戏曲晚会上，通州文艺工作者代
表张莉、葛豪作为通剧传承人代

表参加开幕演出，实现了通剧在
国家级晚会舞台上的首秀。

中国曲艺之乡（名城）建设
委员会秘书长芦明说，经过四年
多的创建，曲艺之乡的金字招牌
终于被通州收入囊中。在这过程
中，通州曲艺创作表演各方面都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通州人文
底蕴丰富，曲艺文化源远流长，
曲艺文化根基扎实，传承有力，
为曲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土壤。”

通州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友
好、观众的热烈互动，都给中国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范军留下了深刻
印象，“通州的文化氛围非常好，
中国曲艺之乡的称号是名副其实
的。”范军说，“弘扬中华传统优秀
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需要每个人
共同参与，希望通州围绕文化自
信多做贡献，做新时代的追梦
人。”

记者 徐艳梅

2019贺新春全区群众大联欢侧记之二：

曲艺专家盛赞通州曲艺文化

本报讯 （记者朱键 通讯员
凌华） 2月 18日，区粮油商会举
行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大会
听取了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
子。江苏省银河面粉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志云当选新一届商会会长。

区粮油商会自成立以来，紧
紧围绕“服务‘三农’、发展经
济、壮大行业”这一主题，坚持
服务立会、活动兴会、发展强
会，通过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
政策促进行业企业健康发展、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
增产增收、加强粮食经纪人队伍

建设积极服务售粮农民、开展诚
信企业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企业形
象等，为全区粮食经济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
席、总商会会长张勤对粮油商会
换届表示祝贺。她希望商会继续
履行好职能、发挥好作用，把商
会建设成为会员互动交流的大平
台、学习提升的大课堂、和谐共
进的大家庭，为推动通州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议还表彰了先进会员单位
和个人，向受聘的三位名誉会长
颁发了聘书。

区粮油商会举行
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2 月 18 日，
区第十一届古沙
灯谜节活动在区
文化馆举行，一
千多条灯谜供市
民竞猜，引来不
少灯谜爱好者的
热情参与。

卑多敏 摄

欢乐猜欢乐猜
灯谜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