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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率队来我区调研基层党建工作时强调：

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
本报讯 （通讯员施伟办 记者樊
希萌）9 月 10 日，市委书记王晖率队
深入我区先锋街道、兴仁镇，就基层
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开展调研，听取
基层一线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
理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高网格化
治理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现代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
永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封春晴，
区委书记陈永红参加调研。
农村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
度有多高，近期基层网格需要化解的
矛盾纠纷集中在哪些方面，网格化服
务管理在实践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的地方？……在先锋街道花园村、兴
仁镇孙家桥村等地，王晖与村干部深
入交流，详细了解农村党组织建设、
网格化服务管理等情况。王晖说，要
把网格化服务管理作为基层党建的
重要内容，扎实推进党建网格与社会
治理网格有机融合；网格员身处基层
治理第一线，要对党委政府的重点工
作和自身岗位职责了然于心，不断提
高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
调研中，王晖指出，深化网格化
服务管理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
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
导地位，以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管
理，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促进党的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矛盾纠纷
和风险隐患化解在小、处置在早，确
保基层平安和谐稳定，营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良好氛围。要以问题为导向，
进一步优化网格布局，细化服务管理
单元，理清各层级的职责与事权，强

化考核激励，鼓励各地探索更多可复
制、可推广的管理机制。要进一步加
强网格员队伍建设，科学配备力量，
加强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网格员的专
业化服务水平，同时要通过督导考核
等手段，充分调动网格员服务群众的
积极性。要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深入推进“两在两同”
建新功、
“ 攻坚有我”显担当行动，落
实“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机制，推
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管理、安全稳定等工作。
区领导佘德华、施骁毅参加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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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勇率队开展“服务百企百日行动”暨推进能耗“双控”工作，
要求：

心贴心、面对面、实打实
为企业发展及能耗“双控”出谋划策
本报讯 （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沈
维维）9 月 8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王少勇率区发改委、科技局、统计
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平潮镇部分百
强企业，主动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
“店小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督促企业进一步节能降耗，实现
低碳发展。
“企业今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有
没有什么难题需要我们协调解决？”
在南通海森特重工有限公司，王少勇
详细了解企业发展难题及诉求，要求

相关部门精准对接、
“ 对症下药”，解
决发展难点痛点；同时，抓好相关惠
企政策落实，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海森特重工是平潮镇
重点企业之一，主要开展船舶大型舱
盖、水力发电配套、石油化工配套、港
口机械及桥梁等大型钢构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年生产能力 3 万吨，
年产值 1.5 亿元。王少勇充分肯定了
企业取得的成绩，并叮嘱要严格落实
能耗“双控”工作，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

随后，王少勇来到南通海星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海星股份是国内规
模领先、技术领先的铝电解电容器用
电极箔生产企业，是国内少数具备铝
电解电容器用低压、中高压全系列电
极箔生产能力且技术水平较高的企
业之一。王少勇仔细听取了企业发
展及能耗情况介绍，帮助企业分析政
策，推介惠企政策红利，发掘企业发
展潜能。同时，要求区相关部门积极
帮助企业向上对接，主动为企业排忧
解困。

本报讯 （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顾艳）9
月 10 日，
江苏省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
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我区召开，回顾总结
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对
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
会前，省政府副秘书长吴永宏率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主要负责同志、省公共停车
收费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推进小组成员单
位分管负责同志等，观摩了我区公共停车
收费管理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高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少勇陪同。
吴永宏一行实地调研了金沙街道大
庆路河边停车场和金新街道育才停车场，
了解停车设施建设、停车收费管理、智慧
停车系统运行等方面情况。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停车收费问题的
重要批示精神，规范我区公共停车收费管
理，今年 6 月以来，我区公共停车收费管理
专项整治工作推进组坚持系统思维，狠抓
关键环节，高效推进专项整治各项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
吴永宏指出，开展公共停车收费管理
专项整治是一项具体的、直接的、惠民的
实事工程。他强调，要持续深入发力，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坚持对标找差，查漏
补缺，聚焦问题清单抓好整改，聚焦难点
问题强化推进，聚焦百姓诉求快速回应，
对已经整改的问题组织开展“回头看”，让
专项整治工作顺民意、惠民生、解民忧。
要巩固整治成效，切实提高长效管理水
平。要及时研究长效管理措施，健全制度
体系，完善常态管理，增加停车设施保障
供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方便市
民停车、找车、付费，逐步缓解群众“停车
难”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整治工
作圆满收官。当前，专项整治工作进入了
最后冲刺阶段，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加强典型示范引领和督促指导，全力以赴
完成专项整治的目标任务，确保整治成果
经得起群众检验。
高山在致辞中表示，我市将以此次现
场推进会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署
要求，虚心学习借鉴兄弟地市的经验和做
法，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
度，持之以恒抓好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
整治，系统有序推进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始终坚持在整治
中出规范、在规范中抓提升，努力提高城市文明指数和精细化
管理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为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包海宁，副区长袁天明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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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若琪建筑产业有限公司，
王少勇深入车间，边走边看，听取企
业负责人的相关介绍。王少勇表示，
相关部门、镇街要以“双百”活动为契
机，深入企业，了解发展诉求，竭尽所
能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助力企业
做大做强。企业要通过多种方式，加
快发展，推进节能降耗，以更低的能
耗产出更多的效益；同时，继续深挖
应税销售、产值等潜力，为全区经济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出示证件与
协助调查是如何规定的？

沿江汽渡、通江船闸和水上服务区查
验点。
“两站一场一码头”继续保持常
态化防控，火车站、机场实行县（市、
区）轮值制度。截至目前，全区涉及
到的 15 个查验点全部撤销。
查验点撤销是否意味着疫情防
控工作能松一松了？区疾控中心提

新 闻 热 线 ：86112110

醒广大市民，全面撤销查验点并不代
表疫情防控工作就此放松，当前国外
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广大市民仍
需继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坚持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不扎堆、保持“一
米线”等良好习惯。除了在密闭场所
需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

投 稿 热 线 ：86104960

广 告 热 线 ：86520122

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也需要佩戴口罩。当出现鼻咽不适、
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前往医
院就诊时，应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
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全面防范传播
风险。

投 稿 信 箱 ：tzrbb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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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疫情防控查验点全部撤销
本报讯 （记者曹抒雁 通讯员范
玲）9 月 10 日，记者从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获悉，基于当前全国以
及周边省市疫情形势变化实际，南通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防
控组发布通知：从即日起，撤销全市
全部高速出口、国省道市际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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