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 今日天气2019年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二月初九

3月15日

总第8513期 今日8版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员会主办 南通市通州区新闻信息传播中心承办

晴到多云
温度6℃~17℃

特约
刊登

地址：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66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州区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州区支行

中国餐饮
名店

特约
刊登

订餐：86518028 订房：86513035

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供水服务热线：96889658(城区)
法律进万家、服务你我他：12348（司法）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出国劳务谨防上当受骗
外派劳务服务中心电话

生活生活服务台

86105469 详见A2版

新闻热线：86112110 投稿热线：86104960 广告热线：86546239 投稿信箱：tzrbbjb@163.com 责任编辑：葛 燕 版式设计：徐玉平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达天下
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美如画

服务电话：85361116 13962799455

您的营销活动专家
融合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新媒体）

为您服务（开业、庆典、产品促销、活动策划）

通州区广播电视台

周师傅早餐店超出门、窗店外
占道经营案

本报讯（通讯员瞿仁达 记者曹抒雁）3月14日下午，全区
人大宣传工作会议召开，研究部署今年人大宣传工作。

去年，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出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方式，切
实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全区人大宣传工作取得
了很大进步，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升，在市级以上新
闻媒体用稿数创历史新高。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斌表示，人大宣传既是人大工作的重
要内容，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
俱进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宣传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希
望全区人大工作者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凝
聚整体合力，切实把人大宣传工作提升到新高度；突出重点，进
一步拓展完善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内容，不断推动人大宣传工
作取得新成效；强化举措，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
设，努力开创人大宣传工作新格局。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祖林主持会议并传达了区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

会上，南通日报通州记者站主任赵勇进作了新闻宣传专题
辅导。

全区人大宣传工作
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谐 记者徐艳梅 朱键 王春香）全国
“两会”期间，陈艳梅、胡卫东、李学义、陈伟平、刘学军、盛启平
等区领导分别带队深入企业、项目建设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
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3月 7日，区政协主席陈艳梅率队前往二甲镇，开展全国
“两会”期间安全生产检查。陈艳梅一行首先来到南通海华建
材有限公司，车间里正在热火朝天地生产。陈艳梅详细询问了
企业安全生产、安全措施、安全制度等情况，仔细查看了生产车
间、消防设施等，要求企业负责人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认真
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现场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在瑞
麟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陈艳梅深入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
产责任落实、工人安全培训、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
陈艳梅强调，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定期进行消防演练，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技能，杜绝安全事故发
生。随后，陈艳梅一行在二甲镇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陈艳梅强
调，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属地政府要健全安全生
产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督促所有企业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
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3月 14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卫东带队前往家纺城部
分电影院、家纺企业等处，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胡卫东一行首
先来到华融和生广场中影嘉华国际影城，仔细检查影城消防设
施是否完备、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
应急灯是否正常等，详细了解各场所消防安全设施的维护、更
换情况。胡卫东要求影院负责人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消
防安全意识，仔细排查安全隐患，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为消
费者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在老裁缝家纺工业有限
公司，胡卫东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环节安全防范措施制订情
况，并检查了消防设施。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把安全生产放在
首位，强化安全知识培训，进一步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3月 6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学义率队前往先锋街
道，检查部分纺织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在中纺国际（南通）实
业有限公司，李学义详细查看了生产车间、仓库等区域的安全
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对部分隐患要求限期整改督办。他指出，
安全生产不能流于形式，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提高自查频次，切实加强安全防护和日常管理。随后，李学义
前往南通云花色织有限公司、南通市禧瑞印染有限公司进行安
全生产检查。他要求企业提高重视程度，积极落实安全风险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
安全知识培训，提高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安全、稳定
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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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开展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任小平 实

习生顾媛媛）3月14日，我区举行“3·15消费维
权新闻发布会”，发布 2018年消费维权信息。
去年，我区消费咨询、申（投）诉、举报数量持续
上升，区消协及市场监管系统共受理 5862件，
同比增长 48.74%，其中申(投)诉 4110件，占总
数的 70.11%；举报 1408件，占总数的 24.02%。
及时转办率100%，按时办结率99.99%，挽回消
费者经济损失共计392.56万元。

据统计，在申(投)诉中，商品类消费申(投)
诉 3664件，同比上升 78.38%；服务类消费申
(投)诉446件，同比上升6.97%。

在商品类投诉中，家居用品以 2455件、食
品以 268件高居前两位。同时，家居用品的消
费纠纷数量增长较大。区消协秘书长沈建国
告诉记者，网购家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

在虚假广告行为引发了较多此类消费纠纷，特
别是虚假广告行为引发了较多纠纷，具体表现
为广告含有虚假内容，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这
方面的投诉主体基本上是职业打假人，这充分
体现了加强家纺电商从业者经营行为监管的
重要性。另外，随着消费者住房条件的改善，
消费者对家具的需求有所提高，由于质量、款
式等原因导致的消费纠纷也时有发生。而食
品投诉主要反映在食品过期或变质、食品卫生
状况问题等。

在服务类申（投）诉中，美容美发洗浴服务
的投诉仍居首位，数量较去年上升 81.58%，主
要为预付卡等消费纠纷。制作保养修理服务
位居第二，随着百姓家用电器、家用汽车保有
量的增加，其售后维修、售后保养问题也随之
增加。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黄冬

冬）3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五
届中国铸造协会年会”上，南通高新
区被认定为“中国压铸产业示范基
地”。

近年来，在南通高新区，甬金金
属、雄邦压铸、鸿图压铸、鸿泰精机等
一批体量大、质量优、技术新的压铸
企业相继落户，压铸产业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2013年4月，南通
高新区被认定为“中国压铸产业试点
基地”，6年来，南通高新区紧紧围绕
打造压铸产业特色基地这一目标，依
托重点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在规划
上作为主攻方向重点研究，在定位上
作为主导产业重点培育，在政策上作
为主要领域重点支持，全力打造配套
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品种较齐全的

压铸产业体系。
接下来，南通高新区将以压铸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为契机，坚持规划引
领，以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型为主
线，以“扩量提档、增效提质”为目标，
推动压铸产业向高端压铸铸件、成套
装备并重的多元化方向转变，推动压
铸产品向优质、精密、高性能、多品种
方向拓展，推动压铸工艺向低消耗、

低成本和低污染方向发展，推动压铸
设备向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方向
提升，不断提高产业水平、扩大产业
规模、提升竞争能力，力争到 2023
年，全区压铸件产业年产值达到 100
亿元，争创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中国绿色铸造示范企业 2家以
上，新增有效发明专利 50个，建设更
高水平的压铸产业示范基地。

日前，江苏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
展优秀企业表彰大会在南京举行，锡
通园紫罗兰家纺成功入选，在江苏民
营企业发展中树立了榜样。

锡通园作为跨江合作共建园区，
理念新、思路活，一直以来力促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鼓励紫罗兰家纺坚持
走“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领”
的发展之路，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
略，让其从传统型家纺企业先行转变
为科技型家纺企业，成为国内首家致
力于生机健康家纺产品研发的高新
技术企业，创树了国内科技健康家纺
的领先品牌。

荣誉的取得离不开创新。紫罗

兰家纺近年来以呵护人类健康睡眠
为己任，联合中国工程院、苏州大学、
东华大学等多家高校及科研机构，成
立院士工作站，对功能性家纺和健康
睡眠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历时 3年，
耗费巨资，成功开发了紫罗兰生机科
技技术，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床品上，
产品远销欧美国家和地区。

公司董事长助理刘金抗介绍，现
在紫罗兰家纺每年投入 1000多万元
用于产品研发，拥有有效授权发明专
利 36件，花型版权 733件，高新技术
产品 15个，形成了丰富的知识产权
成果和较强的研发设计核心竞争
力。2018年，公司销售同比增长近

10%。
锡通园发挥创新平台优势，以政

策为先导，用创新为园区企业发展
“赋能”，助推民营科技企业快速发
展。

3030万元、6805万元、9560万元
……宝利根精密模塑自 2016年进驻
锡通园汪洋创业园以来，销售额逐年
高速增长，2018年成为锡通园经济发
展贡献企业第一名。

3月12日，在公司模具制造加工
中心，数控机床自动运转。为了保证
生产的汽车连接器零部件精密度高，
公司专门引进日本三菱、牧野等著名
品牌的精密机床投入生产，产品精度
达到 0.002mm，多次得到全球知名企
业嘉奖，成为 TE Connectivity、Am⁃
phenol、GN-Resound等世界一流企业
的合作伙伴和战略供应商。公司运
营总监皮红介绍，这两年，公司相继
投入400多万元购买了两台牧野V33
高精度机床，主要负责“精加工”，机

床生产数据自动串联传输，促进企业
智能制造水平达到新高度。

宝利根坚持精益求精，从设计研
发到制造加工，严格把控每一道工
序，不断优化工艺流程，确保产品品
质和服务达到行业先进标准。皮红
告诉记者，2019年，公司将投入 300
多万元对注塑机床进行改造，加装自
动检测系统，让细小的零部件在传输
注塑的过程中完成自动检测，省去人
工检测环节。

“今年，公司还将投入 600万元
引进新设备和设备配套系统，进一步
扩大产能。”皮红说，宝利根人秉持执
着的“工匠精神”，不断挑战自我，不
断追求创新，使得公司在精密电子模
具以及精密零组件制造领域成为全
球行业内的骨干企业。“2019年，公司
将稳步实现新的增长，预计销售在
2018年的基础上增长30%，达到1.25
亿元。”

记者顾艳 通讯员曹昆昆 邵小清

技术变革驱动广阔市场

锡通园鼓励创新“赋能”企业转型

假山奇石、慢行绿道、滨水广场

……城区希望路西侧的竖石河公园

南北长约 500米，以浪漫樱花林为特

色景观，绿化面积达3.7万平方米，成

为通州又一个“天然氧吧”。

卑多敏 张红梅 摄影报道

“天然氧吧”

去年我区消费投诉举报5000余件
同比增长48%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400万元

南通高新区获评“中国压铸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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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道经营现象频繁出现
退役军人安置诉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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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检察院公布十大诈骗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