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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郭

梓）日前，位于南通高新区的南通千
源纺织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所有生
产线开足马力生产，这得益于区国
有融资担保公司南通中投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深入践行“两在两同”，为
其取得了一笔银行贷款，解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

不久前，南通千源纺织用品有
限公司与张家港农商行通州支行签
订协议，贷款650万元，可由于抵押
物不足，贷款延期，令公司负责人陈
燕愁眉不展。9月初，通过张家港
农商银行通州支行牵线，南通中投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门开展尽调服

务，深入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经调
查，该企业经营稳健，实控人信用情
况较好，考虑到企业设备为通用的
纺织设备，具有处置变现能力，经再
三考量，中投担保公司接受了设备
质押这一新的反担保措施，并通过
实控人夫妇连带责任担保弥补信用
敞口，很快就完成了签约、放款的手
续，不仅降低了企业整体融资成本，
还解决了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
零部件、智能装备等“一主一新一
智”产业不断集聚，我区中小微企业
数量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也产生了
大量融资担保需求。“担保公司的客
户一般不是行业里面的头部企业，

我们着重服务的是在银行融资上可
能存在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南通中
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春晖
表示。

作为南通本地的融资担保公
司，南通中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通
过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层次分明
的风险决策流程、高效顺畅的风控
运行机制，以及持续强化的合规管
理体系，在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和
防范控制风险之间找到了平衡。自
2018年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服务上
百家中小微企业，目前在保业务数
超过 90笔，在保余额超过 15亿元，
从未出现担保代偿。

“目前，公司已经与包括中、农、

工、建、交、邮储、招商、江苏、南京银
行等在内的 25家银行金融机构签
订业务合作协议，为符合通州区产
业方向、公司授信政策的绝大多数
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南通中投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沐表示，
公司将一直秉承“为国而担、为企增
信”的使命，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
安全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深入践行“两在两同”

我区担保公司全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 9月

29日上午，迎国庆——“强国有
我·青春担当”青年说主题演讲
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
行。

“凝聚青春正能量，强国有我
显担当。在开启奋斗百年路的新
起点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该怎么
做呢？……”现场，来自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区委宣传部、金沙街道
等单位的10名青年公安干警和宣
传干部紧扣迎国庆主题，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以鲜活的事例、生动的
语言，深刻诠释了人民警察的真正
含义，展现了宣传干部的青春风
采。演讲深深打动了台下的评委
和观众，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曹群
英表示，这样的活动让青年干部的

能力得到提升，进一步养成勤思敏
学的习惯，希望今后多开展各种形
式的交流学习活动。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小燕
对演讲者们的表现给予充分肯
定。她说，这次的演讲活动展现了
公安和宣传系统的青年干部不同
的风格和特点，大家在交流中相互
取长补短，展示出青年干部积极向
上的蓬勃朝气。希望大家在今后
的工作中常怀学习之心、爱国之情
和担当之责，不断提升自我修养，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注重实际，勇
于作为，敢于担当，做一个无愧于
新时代的追梦人。

区融媒体中心广播中心主任
张雪松对演讲进行了点评。演讲
还采取现场打分的形式评选出优
秀奖4名、优胜奖6名。

“强国有我·青春担当”

我区开展青年说
主题演讲迎国庆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韩子慕 朱晓梅）9月 28日上午，在
南通江华机械有限公司，市场监管
执法人员正对企业的特种设备使
用情况开展检查，针对发现的工人
不戴安全帽、起重机警示铃失效等
安全隐患，当场责令限期整改。

目前，我区有4737家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特种设备26694台，持证
作业人数 5599人。在国庆节到来
之际，我区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

消除特种设备生产隐患。
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区

域、人流量密集的区域，区市场监
管局坚持重心向下、关口前移，采
取“专员+网格”的形式，对医院、起
重机使用单位、叉车使用单位、气
瓶充装单位等特种设备使用较多
的单位，重点检查其设备使用、人
员操作等环节，用“小网格”构筑安
全生产“大防线”，营造特种设备安
全使用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各镇街道展开了对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安全生产检
查、宣传、培训等。9月 24日，兴仁
镇太阳殿村联合横港社区给辖区
内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压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醒他们建
立健全安全监管制度，强化员工尤
其是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加强隐患排查，力行整改。兴
仁镇安监局局长宋翅宇表示，他们
将开展常态化检查，把安全生产培

训覆盖到每个村居，护航安全生
产。

据了解，9月份以来，全区已检
查604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发现问
题 407个，闭环 342个，对于未闭环
的问题，责令节前整改到位，网格监
管员将持续跟进相关检查工作。

我区加强特种设备检查保安全

问：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

计文件由谁审查并对结果负责？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十一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

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
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近日，人民银

行通州支行组织现

金服务示范区参创

单位——新世纪大

道两侧 18 家商业

银行网点，在圣水

超市江海皇都店开

展反假货币宣传月

集中宣传活动。图

为宣传人员现场讲

解人民币知识。

卑多敏 葛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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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宣传

本报讯（记者沈慧）9月28日
下午，区 2021年全国科普日主场
活动暨第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政
府奖颁奖仪式在通州中等专业学
校举行。

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科普
工作，持续加大科普工作的投入、
宣教、推广力度，全区科普组织网
络逐步完善，科普氛围日趋浓厚，
科普设施不断增多，科普资源日益
丰富，青少年科学素质不断增强，
通州连续多次被中国科协命名为

“全国科普示范区”。
副区长陆忠华在致辞中说，各

级科协组织要不断创新形式、丰富
内容、提升内涵，营造热爱科学、尊
重创新的环境；广大科普志愿者要
积极创新科普理念和服务模式，弘
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激发

科学梦想、涵养创新生态；广大科
技工作者要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广大青少年要积极参与科普活动，
提升科学素养，为科技强国作贡
献。

活动在科普视频《百年再出
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
拉开帷幕。随后，大合唱《科技之
歌·梦想的翅膀》、无人机编队表
演、诗朗诵《科技强国，从这里出
发》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

活动现场，第二届青少年科技
创新政府奖优秀科技辅导员奖、摇
篮奖、提名奖以及第二届青少年科
技创新政府奖获得者接受颁奖。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涛、区
政协副主席吴建均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黄

飞）国庆将至，为进一步深化打击非
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增强执法合
力，切实维护道路运输安全，9月26
日，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根据
非法营运专项整治“天网二号”集中
日行动的统一部署，联合省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高速三大
队、南通市交警支队高速九大队在
S19高速南通西出口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
当天上午 9时许，联合检查组

执法人员成功将一名嫌疑男子驾驶
的一辆疑似从事非法营运的白色小
型客车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未办理
道路运输证。车主高某搭载苏州某
影视公司3名员工及拍摄器材从苏
州到南通市区拍摄宣传片，苏州某
影视公司支付其运输费用 500元。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依据《江苏省道

路运输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以涉嫌
未经许可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对
车主兼驾驶员高某进行立案调查，
车辆被依法暂扣。

当天 15时 30分至 17时 25分，
联合检查组又查获三起案件，包括
某客运公司涉嫌客运班车不按规定
的线路行驶、两起某客运公司涉嫌
客运包车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
牌进行经营，执法人员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进行了立案查处。此次行动
共检查车辆 12辆，查获涉嫌非法
营运车辆 1辆、不合规经营客车 5
辆。

此次非法营运整治联合执法行
动是通州利用全省疑似非法营运车
辆大数据研判，实现跨区域、跨部门
协同查处的有效尝试，形成了对非
法营运等违法违规交通行为的强大
震慑。

通州“天网二号”亮剑“非法营运”

我区举行2021年
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第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政府奖同步颁奖

本报讯（记者李天舒）9月29
日上午，区第十二届社会科学普及
宣传周在金新街道三姓街村开幕。

本届社科普及宣传周以“普及
党史知识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
重点安排了广场咨询、图片展览、
市民讲坛、社科讲座进村（社区）、
主题讲座、社科知识竞答等一系列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近年来，区社科联紧紧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全面贯彻
落实《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
例》为抓手，突出主题主线、创新普
及方式、打造特色品牌，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社科普及活动，
多次获省社科联系统“创新奖”，去
年组织开展的千场社科讲座进村
（社区）活动获第十二届南通市县

（市）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创
新奖。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小燕
出席开幕式。她要求广大社科工
作者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大力宣传普及党史知
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立足工作实际，突出工作重
点，大力宣传普及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和“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
把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
区委最新决策部署上来。坚持需
求导向，围绕干部群众密切关注的
社会热点和民生难点问题，大力普
及社会科学知识，在提升品牌影响
上下足功夫，为谱写“强富美高”新
通州建设的现代化篇章贡献更多
社科智慧和力量。

区第十二届
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