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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严玉娟）近日，记者从区农业
农村局获悉，为切实提高干部队
伍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2019
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积极搭建
平台，多措并举，切实加强农业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为农业农村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日前，区农业农村局结合主
题党日开展了农业农村业务大讲
堂活动。两位业务骨干结合实际
工作，讲初心谈使命，传递“促
担当、比作为”的工作导向。

“2019年我们常态化开展‘业务

大讲堂’活动，既锻炼了农业干
部人才，也传播了先进的农业技
术知识。”区农业农村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刘玉华说。该局每
月举办一期“三农业务大讲
堂”，安排各条线业务骨干轮流
作专题讲座，解读涉农法律法规
和强农惠农政策，传授政治理论
和业务技能。同时，编印《农业
农村工作应知应会手册》，进一
步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岗位
技能和服务能力。

在推进学习教育机制、提升
业务水平的同时，区农业农村局

还不断健全岗位锻炼机制，拓宽
党员干部实践渠道，先后选派23
名干部人才参与全区招商引资、
污染防治攻坚等重点工作，派出
6名专业技术干部赴镇巴县开展
农业技术交流，通过重点岗位的
一线磨炼，着力提升干部队伍服
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作为区农业
农村局蚕桑站的一名高级农艺
师，崔晴去年赴镇巴开展农业技
术对口交流工作，“我们在提供
蚕桑生产指导的同时参加了镇巴
的相关技术培训，与当地同行交
流桑蚕养殖技术，在长期对口交

流中磨炼了自己，也提升了农业
技术水平。”

下一步，该局将在全区范围
开展农业技术帮扶行动，助推农
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季国军表
示：“2020年，我们将针对全区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业加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展结对精准帮扶，选派农技人
才，在服务农村农民的同时提升
业务水平。”

区农业农村局多措并举
推进农技人才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曹抒雁 通讯

员崔祝进）连日来，区攻坚办督
查组赴全区大气管控企业、建筑
工地等开展全天候巡查。通过加
大内源污染控制，强化工业企业
废气减排，进一步加强颗粒物、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废气等大

气污染物排放控制。
去年以来，为防控大气污

染，我区以“江河碧空”专项行
动为抓手，紧扣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调
整，在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方面频
频出招。深入开展工业窑炉、锅

炉整治，精准治理挥发性有机
物，强化工业污染全过程控制；
全面实施特别排放限值，开展锅
炉超低排放、提标改造和关停替
代；对 206家砂石码头开展集中
专项整治，完善码头堆场扬尘防
控措施，促进“三桶一牌一池”
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施工工地

“六个百分之百”要求，全面推
行“绿色施工”，提高装配式建
筑在新建筑中的比例，实现工地
喷淋、洒水抑尘设施“全覆
盖”；强化建筑堆场和城市裸地

遮盖，提升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去年共完成49个大气治理工
程。

“在巡查过程中，我们重点关
注企业是否按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落实相应管控措施，生产工段
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
行，是否暂停露天拆除、施工工
地作业，对裸露地面、物料堆场
是否进行加盖，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将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进行督办。”区攻坚办副主任
袁晓娟表示。

通州联防联控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去年共完成49个大气治理工程

本报讯（记者周优优 通讯员朱

晶晶）“欢迎贵公司来先锋考察投资
……”日前，先锋街道招商引资小组
拜访了上海康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并向公司负责人介绍了街道营商环
境、招商政策等，邀请负责人来先锋
参观考察，得到了对方积极回应。

近年来，先锋街道狠抓招商引资
这一经济工作“生命线”，紧盯旅游文
化、先进制造、总部经济等产业，全域
发力，精准施策招引项目、主动作为
服务项目、深度拓展优化环境，努力
扩大招商成果。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晓峰介绍，

两年来，街道大力实施“枢纽型经济
强街、生态型宜游新街、总部型创新
名街”新战略，紧抓发展机遇，积极对
接中创区东扩，区位优势凸显，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成为投资热土、创业
宝地。

随着招商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先
锋招商引资“朋友圈”不断扩大。街
道主动出击，领导干部带头冲在招商
引资第一线，招商小分队及时跟进。
仅去年12月，驻上海招商小组就踏遍
了上海浦东新区，走访企业161家。

据了解，去年，街道新签约项目3
个，总投资近3亿元，在谈项目2个。

先锋街道扩大招商引资“朋友圈”
主动出击 全域发力

问：存在哪些情形之一的，属

于违法发包？

答：（一）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
给个人的；

（二）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
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的；

（三）依法应当招标未招标或
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发包的；

（四）建设单位设置不合理的
招标投标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
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五）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
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
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
位的。

本报讯 （记者李越文） 1月
13日，记者从区政协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秘书处提案组了
解到，截至 1月 12日下午 4:30，
大会秘书处提案组共收到政协委
员提案354件。

本次会议提案具有会前提案
多、内容涵盖广、提案质量高等
特点。政协委员们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政协提案不在多而在精”的指
示精神，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聚焦经济建设，关注民生
福祉，积极运用提案形式，为全
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
海、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
言献策、履职尽责。

根据有关规定，区政协提案
委员会和大会提案组对收到的提
案认真进行了初审，共立案 288
件，立案率 81.36%，并案 37

件，暂不立案29件。本次会议参
与提案的委员达 278名，占全部
委员的 88.82%。立案的提案中，
有关经济建设的提案 150件；有
关政治建设的提案30件；有关文
化建设的提案12件；有关社会建
设的提案69件；有关生态文明建
设的提案 27件。这五大类提案
中，聚焦“四大定位”建设的提
案260件，占总数的90.28%。

经过审查，九三学社通州区

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健全管理和
服务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的建议》，被本次大会列为

“一号提案”。
大会征集的提案，是本次会

议重要成果之一。大会闭幕后，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还将对已立案
的提案认真复审、会审，及时转
送区委、区政府领导阅批后，交
由相关部门办理。

区政协委员建诤言献良策
大会提案组收到提案354件，立案288件

（按姓氏笔画为序）
冯 楠（女）顾晓明 徐浩兵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1月13
日早上，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暨
金融领域扫黑除恶迎春宣传活动
在区政务服务中心门前广场举
行。咨询台刚摆好，就被众多市
民围住了。春节临近，大家的口
袋鼓鼓的，为进一步提高市民的
防范意识，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组
织了这场活动。

这是今年首场打击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活动。去年，我区围绕
该主题在全区范围开展了60余场
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折页 10万余
册、海报2万余份。群众对非法集
资的警惕意识和辨别能力明显提
高。据统计，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去年共排查242家企业，发现非法
集资线索 15条，接到非法集资举

报 6 起 ，比 2018 年 同 比 上 升
500%；非法集资行政立案5起，比
2018年下降近 60%，金融生态环
境评估全市第一、全省第二。

活动现场，商务、住建、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和全区 25
家银行都从自身职能、特点出发，
发放宣传单页，提醒市民要掌握
金融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守住

“钱袋子”。区地方金融监管局金
融环境科科长邱浪说：“我们要求
各镇（区、园、街道）春节前后都要
开展打击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活
动，我们也会联合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持续进行‘镇镇行’活动，
加大排查和处置力度，保护群众
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越文）1月 10日
上午，副区长刘学军率区政府办、区
公安局、区交运局等部门深入春运一
线，督导检查我区春运工作。

刘学军一行首先来到通州汽车
客运站，通过实地检查、查阅资料和
听取汇报的方式，详细了解进站安
检、车辆安全例行检查、长途旅客购
票实名制及驾驶员报班备案等工作
情况。刘学军表示，春运在即，人流、
车流正加速汇集，客运站全体员工要
秉承“尽职尽责、细致严格”的原则，
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巡查维护，
确保春运安全万无一失。

随后，在通州公交公司，刘学军

一行查看了公交车安全设施的配备
情况、公交智能调度监控系统和公交
公司GPS监控平台，听取了公交公司
关于春运运力安排和安全保障措施
等情况汇报。刘学军要求，春运期
间，公交公司要对车辆进行合理分
配，确保辖区内运力充足，为广大乘
客出行提供温馨、舒适的环境。

在通州大桥北的交通管理服务
站，刘学军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
进一步加强重点车辆及驾驶员管理，
强化路面巡逻管控，加强执法检查，
全力以赴保安全、防事故，同时做好
对恶劣天气的紧急应对措施，保证旅
客安全出行。

区领导督导检查春运工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通市通州区
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名单

（2020年1月13日政协南通市通州区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王姝炜）1月9日至
10日，省生态环境厅考核组对我区创
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进行
现场考核。

副区长曹建新汇报了我区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近年来，
我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各项指标
达到考核要求。2019年，镇级环保办
共开展巡查 3396次，调处环境信访
2895起，为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
出了积极贡献。此外，我区还建设了
一大批生态休闲区和公园绿地，建成
全省规模最大的社区生态文明科普

馆，建成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生态文
明示范镇村等绿色载体超50个，百姓
绿色生活观念得到增强，低碳生活理
念深入人心。

省考核组专家高度肯定了我区
生态文明创建工作，并要求我区继续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突出工作亮
点，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模式，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更上一
层楼。

省考核组一行还现场考察了五
接镇长江岸线复绿工程、开沙岛途居
生态露营基地、区第二集贸市场、金
西中心横河、益民污水处理厂等地，
实地了解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我区创建省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工作迎接“省考”

西亭镇八

总桥村莲藕基

地，种植户李

立军正加紧采

挖、装运莲藕，

满足市场需

求。这个莲藕

基地占地面积

60亩，每亩产

量 1500 公斤

左右，亩收入

六七千元。

卑多敏 俞菲

摄影报道

藕农藕农
采藕忙采藕忙

本报讯（记者钱向荣 通讯员曹

婕）对通州法院执行局来说，申请人
来送锦旗早已成为平常事，但鲜有被
执行人来送锦旗的。凛凛冬日，通州
法院就出现了这幕暖心场景。

据了解，被执行人张某因买卖合
同纠纷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 70
余万元的义务而被申请执行，执行干
警马超为该案承办人。经调查发现，
张某名下有一套房产，但该房产还存
在其他抵押。在将房屋拍卖后获得
拍卖款 200余万元，实现之前存在的
抵押权后，还剩 50余万元，但张某在
外还有部分债务需要偿还，而且父母

年迈，家庭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既要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

要考虑被执行人的实际困难，为了让
双方都得到满意的结果，马超将被执
行人家里的情况告知申请人，经过多
次商议，申请人同意放弃部分债权，
案件最终得以执行完毕。马超的努
力既维护了司法权威，又为法律注入
了温度。

为了感谢执行干警，近日，被执
行人张某的父母赶到通州法院执行
局，将一面书有“秉公执法为民办案，
清正廉洁百姓拥戴”的锦旗交到马超
手上，以表心意。

我区打击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成效明显
去年举报同比上升五倍 行政立案下降六成

法官温情执法 被执行方送来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