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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施伟办 记者徐
静怡）9月29日上午，我区区管干部荣
誉退休仪式在区文博中心小剧场举
行。区委书记陈永红以视频录制的方
式，向39位荣誉退休的区管干部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视频中，区委书记陈永红深情寄
语广大退休干部，他说，退休是干部
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人生

角色转换的一个全新起点。光荣退休
的同志们是我区改革发展的亲历者、
实践者，把美好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
的事业，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通州。当
前，通州正处于建设硬核区、跑赢新
赛程的关键时期，他希望退休干部们
在保重身体、乐享退休生活的同时，
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继
续发扬优良传统，发挥政治优势、经

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支持区
委各项工作，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
实之策，为通州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施骁毅致辞，他对退休干部们初
心无悔的奋斗付出表示感谢，希望他
们经营好健康愉悦、充实而有意义的
退休生活，同时保持忠诚为民本色，

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同时力所能及
参与到重点工作中，展现新时代通州
老干部的最美风采。

活动为新退休干部代表颁发了
“荣退纪念尊”和“退休纪念包”，并为
新四军研究会“故事爷爷”工作室、金
沙街道“老支书”工作室、金新街道

“夕阳红”家事调解工作室等首批 10
个老党员工作室授牌。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曹抒雁）9月29日上午，区
委副书记、区长王少勇主持召开第80次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压实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四
方”责任的实施意见。王少勇强调，国庆将至，人员流动和聚
集性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全区上下务必要保持清醒头
脑，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以

“一失万无”的警醒警惕，一以贯之做好常态化精准防控各项
工作，全力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密防线。要强化风
险人员排查管控，严格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应急能力建设，
压实“四方”责任，细化任务分工，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疫情
防控责任要求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会议研究了通州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王少勇强
调，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责任清单
的出台进一步厘清了各部门的责任范围，为加快美丽通州建
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全区上下要深入领会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按照责任
清单及其他相关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主动
抓好各自职能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认真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压力传导，把责
任明确到岗位、具体到个人，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责任体系。

会议研究了通州区绿色建筑管理实施办法（修订稿）。
王少勇强调，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既是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
署，也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
要。要遵循“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因地制宜、产业联动”原
则，科学合理设置准入门槛，引导建筑企业建设功能完备、绿
色宜居、健康安全的高品质建筑。要加强绿色建筑宣传推
广，增强群众节能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还听取了通州区三季度信访维稳工作情况汇报，研
究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南
通州·欢乐购”（2021）消费促进活动方案、通州区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扩面提标方案等事项。

区领导徐林锋、曹建新、刘学军、殷雅竹、陈兵、陆忠华、
袁天明、张福海参加会议。

区政协副主席吴建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瞿祖平列
席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曹
抒雁）9月29日上午，区政府召开党组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少勇主持会
议并强调，政府各级、各部门要以昂
扬向上的奋斗状态，攻坚突破、抓好
落实，全力谱写“十四五”精彩开篇。

会上，王少勇传达学习了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他表示，学习贯彻
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是今后一
段时期区政府系统做好各项工作的
行动纲领。区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
深刻学习领会，抢抓机遇谋发展，按
照市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

目标，抢抓重大战略机遇，全面融入
“一枢纽五城市”战略布局，围绕创
新、产业、城市等重点，加快推进硬核
区建设。要攻坚克难增活力，强化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帮助市场主体纾
困解难，补短板、锻长板、固根基、扬
优势，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咬定
目标抓落实，始终把“拼第一”作为目
标要求，紧盯年度各项重点工作，全
力以赴抓推进，确保市党代会精神落
地落实。

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徐

林锋传达学习了省委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王少勇强调，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的
重要举措。要不折不扣按照中央和
省市部署安排，进一步务实举措、压
实责任，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要全面梳理排查，进一步摸清底
数，建立清单台账，逐个评估检查；对
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要坚决拿
下来，对已建的“两高”项目要进行复

核，开展节能改造闭环管理。要严格
项目准入，完善项目评审机制，严控

“两高”项目上马。要精准实施能耗
“双控”，倒逼高耗能企业绿色升级，
淘汰落后产能。要完善监督考核、约
谈问责等工作机制，通过过硬举措，
推动落实能耗“双控”目标任务，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员学习了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区领导徐林锋、曹建新、刘学军、
殷雅竹、陈兵、陆忠华、袁天明、张福
海参加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谐 记者沈
慧）9月29日上午，区政协召开十三届
二十六次常委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南通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听取了对区教体局、人社
局、交运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工作民
主评议的情况说明，听取并协商通过
了对四家被评部门工作民主评议的
意见，听取了四家被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表态发言。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徐林锋参

加会议，他指出，区政协对此次评议
活动高度重视，被评部门积极参与，
前期工作组织推进强有力，调研精准
入细微，客观务实求实效。他要求被
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区政协民
主评议的要求和部署，深入研究分
析，查找内在原因，切实加强整改，在
担当作为、服务质效、队伍建设上实

现新提升，确保整改工作取得成效。
区政协主席陈艳梅表示，在各

部门精心组织和共同努力下，今年
的民主评议活动稳步推进，组织领
导进一步强化，协调联动进一步加
强，评议质量进一步提升，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她要求，切实推动民
主评议提质增效，强化结果导向，
持续巩固提升评议成果；切实强化
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高效推动履职成果巩固
提升，不断提升协商议事质量；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工作实效，
增强履职能力，强化责任担当，全
面树立本届政协良好形象。

区政协副主席顾建军主持会议。
区政协党组书记葛锦坤，区政协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陈伟平，副主席季平、
李均华、张勤，党组成员陈炎，秘书长
徐蔚出席会议。

我区举行区管干部荣誉退休仪式,陈永红寄语：

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
为通州硬核区建设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区政府召开
第80次常务会议

区政府召开党组会：

我区加快实施道路景观绿化
工程，每条道路突出绿化主打树
种，形成了以海棠、银杏、香樟、樱
花等品种，具有通州特色的“一路
一景”道路景观。图为城区银河
西路配套绿化项目。

卑多敏 张红梅 摄影报道

车在
绿中行

本报讯（通讯员瞿仁达 记者顾
艳）9月29日，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四十四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徐林锋所作的关于区十六届人大
五次会议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和关
于区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大气污染
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
检查《行政诉讼法》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关于全区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有关事项的说明、关于提请任命通
州区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任命通州区各镇选举委员
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斌所作的关于提请免去张建平等
同志职务的议案，听取了区监察委
员会代主任陈金祥所作的关于提请
赵建峰等同志任职的议案，听取了
副区长曹建新所作的关于提请陈晓
飞等同志任职的议案，听取了区人
民检察院代检察长罗海妹所作的关

于提请顾艳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报
告。相关人员进行了拟任职发言。

会议还听取了8家被评议部门整
改情况的报告，实现了本届区人大
常委会对政府部门工作评议的全覆
盖。

会上进行了分组交流审议，表
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及其他
有关事项。陈斌向被任命人员颁发
任命书。随后，会议组织新任命人
员进行宪法宣誓。

会议对被评议部门整改情况的

报告、区政府关于学前教育工作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

会议组织区人大代表进行了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专题询
问。

会议还提出了区第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建议议程。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涛、顾
祖林分别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瞿云峰、朱卫民，党组成员
瞿祖平出席会议。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十四次会议

区政协召开十三届二十六次常委会议

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全力谱写“十四五”精彩开篇

详见A2版

我区担保公司全力破解企业
融资难问题

详见A2版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文
件由谁审查并对结果负责？

深入践行“两在两同”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樊希萌）国庆长假将至，9
月29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少勇率队前往平潮镇，实地
调研能耗“双控”和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思想
认识，坚定发展信心，严格落实能耗“双控”措施，抓紧抓牢安
全生产工作，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安全的节日。

王少勇一行首先来到南通耀龙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能耗“双控”和安全生产情况。王少勇希望企
业着眼长远，围绕落实能耗“双控”任务和企业发展实际，以

“双控”为契机，加快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和高端化升
级。同时，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设备检修、排
除风险隐患，进一步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安全
生产底线。

“公司现在产能如何？”“目前采取了哪些节能降耗的举
措？”在南通新裕昌纺织有限公司，王少勇与企业负责人亲切
交谈，并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推动绿色发展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他鼓励企业正确看待暂时困难，坚定发展信心、增
强内生动力，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能力。同时，进
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
查，确保企业行稳致远。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王少勇认真听取平潮镇能耗“双
控”、安全生产、拆迁安置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抓好能
耗“双控”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各镇（街道）、
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科学
精准调度，合理组织生产，确保能耗“双控”各项措施落地见
效。要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加强风险隐患排查，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以优良的作风和过硬的能力，为人民群众营造
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王少勇要求平潮镇，作为南通的西部
门户，要站位全局、统筹推进，加快拆迁安置等各项工作推
进，确保高铁新城尽快出形象、见成效。

王少勇调研能耗“双控”和节前
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落实能耗“双控”抓牢安全生产
让人民群众过一个

欢乐祥和安全的国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