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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研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 报 讯 （记 者 顾 艳 通 讯 员 任 佳
倩）11 月 24 日下午，南通高新区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发挥中心组以
上率下作用，深学笃行、奋楫争先，走好
新时代赶考之路。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第四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刘彤一行专题
听取了学习及交流情况，并就如何开展
好下阶段党史学习教育作了现场指导。
区委常委、南通高新区党工委常务
副书记高洪军主持会议并传达了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他还围绕“四
史”专题学习、市党代会精神贯彻落实、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等方面，汇报了近期
高新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高洪军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议题极端重要、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
为深远。高新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要坚持学
深悟透，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导向，更
加自觉地在进行新的伟大斗争中展现
更大作为；要抓好贯彻落实，把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到高新区工作各方面，
统筹好年底收官和明年开局，以时不
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开创各项工作
新局面。
刘彤高度肯定了高新区党史学习
教育成效。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史学
习教育，他强调，要在学习贯彻上做表
率，反复体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
念、历史担当、人民情怀、思想方法；要
在融会贯通上走在前，整体把握、系统
思考，并积极转化为奋进现代化、建设
硬核区的强大动力与过硬成果；要在担
当有为上做标杆，集聚要素办、提高效
率办、优化机制办，确保“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的常态长效。

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通州财政统筹 1.48 亿元
整治桥梁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
员 冯 炜） 沉 井 、 现 浇 、 安 装、
盖梁……11 月 22 日，刘桥镇英
雄大桥重建施工现场一派紧张
有序的忙碌景象。
今年 1 月份，英雄大桥桥墩
因突发事件受损，我区投资 2800
万元重建英雄大桥，目前已完成
桥桩、主墩承台和柱墩的浇筑，
进入盖梁施工环节，预计明年 6
月份实现全面通车。大桥重建
通车后将改善当地中心镇区约 2
万居民的出行条件，服务九圩港

两岸 73 家企业的交通运输。
英雄大桥桥墩受损后，为
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区
委、区政府紧急启动了对全区
4482 座桥梁的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工作。根据排查结果，相关
部门结合桥梁危险程度，形成
分类整治的工作方案。由于事
发突然，尽管年初没有预算安
排，但区财政局本着“群众安
全无小事”的工作理念，勇挑
重担，在财政平衡吃紧的情况
下，统筹整合了当年项目资金

和 往 年 结 余 资 金 共 计 1.48 亿
元，用于专项整治全区所有存
在安全隐患的桥梁。
区财政局对区管桥梁进行
全额补助，考虑到乡镇财力调度
困难，决定对纳入属地管理的镇
级桥梁，按照体制分成一、二、三
类镇，采取以奖代补形式补助乡
镇 1590 万元，确保年底前全面消
除桥梁安全隐患。记者了解到，
此次桥梁安全隐患整治行动中，
区财政局具体安排 7700 万元用
于 225 座缺少防撞设施的桥梁加

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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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成立

遗失启事
南通发格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私章、财务章各一枚，
作废。

 

任命：
谷昔伟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免去：
李振男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
张建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曹晓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张明华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季渭清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问：如 何 依 法 从 事 餐 厨
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活动？
答：
《江苏省餐厨废弃物
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市、
县（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标等
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餐厨废
弃物处置许可决定，向中标
企业颁发餐厨废弃物处置服
务许可证，并与中标企业签

订餐厨废弃物处置经营协
议。餐厨废弃物处置经营协
议应当明确约定经营期限、
服务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
并作为餐厨废弃物处置服务
许可证的附件。
未取得餐厨废弃物处置
服务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
事餐厨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活
动。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同意张劲松辞去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职务的决定

（2021 年 11 月 26 日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南通市通州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决定：同意张劲松辞去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
务，并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关于共同抵制走私活动的倡议书
全区市民群众：
近年来，一些企业和个
人在利益的驱动下，铤而走
险干起了走私这项违法犯罪
活动。走私活动具有很大的
危害：走私动植物会对地区
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危
害；
走私的冻肉、白糖等食品
可能感染某些病菌、病毒，一
旦感染扩散难以控制；走私
油品、砂石、化妆品、电子产
品等会直接危害国家经济安
全。广大居民群众应引起高
度重视和警醒，提高对打击
走私斗争的认识。
在此，我们
向广大居民群众倡议：
一、自觉遵守反走私法
律法规，遵守经营秩序，诚信
经营。
二、不参与走私活动，
不

伪造、藏匿、瞒报、伪装或者以
其他方式逃避海关部门的监
管，不为走私提供便利，不在
非法流动车加油，不让走私船
舶上岸。
三、增强自我意识，不购
买走私商品，消费商品注意索
票索证，确保商品来源合法。
四、坚决抵制“走私、
贩私、买私、用私”的行
为，同时积极教导身边人自
觉抵制走私非法交易。
最后，我们邀请每一位居
民群众共同监督，积极举报走
私的不法行为（有奖举报电话
0513-86523392，110），共同维
护 社 会 经 济 环 境 的 健 康 、稳
定。
通州区打私办
2021 年 11 月 26 日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同意张建平辞去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1 年 11 月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南通市通州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决定：同意张建平辞去南通市通州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
议备案。





分区社科联第二届主席会成员。通过
选举，姜卫军当选区社科联主席。
姜卫军表示，将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自身建设，保
障社科事业繁荣发展，创新社科工作，
做好“联”字文章，扎实工作，开拓创
新，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绩，为文明通州增光
添彩。
会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曹荣琪从
“一个主题”
“两个确立”
“三个飞跃”
“四
个阶段”
“五个意义”
“六个必须”等方面
带领大家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

（2021 年 11 月 26 日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 （记者沈慧）11 月 26 日下
午，区社科联二届四次理事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社科联二届
四次理事会议工作报告。自二届三次
理事会议召开以来，区社科联紧紧围绕
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以新思想
引领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以新型智库建
设推动应用课题研究，以强化社科普及
提升公众人文素养，以品牌建设扩大社
科工作影响力，全区社科理论工作取得
新成效，为推动“建设硬核区 跑赢新赛
程”
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区社科联二届
理事会部分理事调整的说明，调整了部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区社科联二届四次理事会议召开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同意许煜曦辞去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1 年 11 月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南通市通州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决定：同意许煜曦辞去南通市通州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报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
议备案。



明感叹不已：
“这次开放日活动，让我感
受最深的是通州人大不断完善智慧化
管理体系，提升了人大工作效率，让人
大代表依法履职更加高效。
”
受邀市民代表还观摩了区第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全过程，体验行使国家权力的
责任，感受人事任免表决过程的庄严和
神圣。参观者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让
他们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组织机
构、议事规则以及人大常委会的重大事
项的决定、人员任免等有了比较深入的
了解，希望活动经常举办，让更多的人
能近距离地接触人大、了解人大。

决定任命：
张斌辉为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本报讯 （通讯员瞿仁达 记者李天
舒）11 月 26 日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办
“人大机关开放日”活动，来自金沙街道
和金新街道的 10 名市民代表受邀参加。
据了解，为提高人民群众对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认知度，了解人大依法履
职情况，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
区人大常委会定于每年 11 月开展“人大
机关开放日”
活动。
当天，代表们认真参观了代表接待
室、不驻会委员工作室、数字人大中心
等，详细了解本届人大常委会创新工作
方式，探索完善人大履职新路径，服务
全区发展大局的做法。市民代表顾俊

环境保卫
城管先行

区人大常委会举办机关开放日活动

（2021 年 11 月 26 日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步推进。
南通大学是一所文化底蕴深厚的
百年老校，秉承“学必期于用，用必
适于地”的办学理念，把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不断优化
产学研合作布局，持续探索更为有效
的服务新模式，积极为企业发展提供
人才智力支撑和科技创新支持。
授牌仪式上，双方表示将以此次
联合研究院的建设为契机，努力加强
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断为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通大学
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董正超，副区
长陆忠华出席活动。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



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员黄冬
冬） 11 月 24 日下午，“南通大学-沃太
能源”新能源联合研究院暨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签约暨授牌仪式在沃太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
提供先进的光伏储能产品及智慧能源
管理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核心团队由
电力技术研发、储能设备制造、IT 数
据服务及新能源项目开发等领域复合
型技术人才组成，实力雄厚。近几
年，得益于全球储能行业的发展，沃
太能源发展进入快车道，目前已完成
Pre-IPO 融资，引入了蔚来资本、三峡
新能源、招银国际、高瓴资本等多家
知名的战略型创投机构，上市进程稳

理论宣讲员交流碰出“思想火花”
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 通讯
送到群众身边。
员夏凡）近日，通州区理论宣讲
各镇党委宣传委员仔细分
骨干能力提升训练营暨学习贯
析了各位宣讲员存在的短板和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
不足，鼓励他们在学深悟透十九
题交流备课会（北片）在石港镇
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
用群
召开，十总镇、西亭镇及石港镇
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丰富多彩
的理论骨干宣讲员们齐聚一堂， 的演绎，让理论宣讲“有形、有
在理论研习、互动交流、备课试
神、有韵”
。
讲中碰撞
“思想火花”
，进一步提
“作为一名‘宣讲新人’，这
升宣讲能力。
次的活动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学
各镇理论骨干宣讲员分组
习机会。”石港镇村居理论宣讲
讨论备课，根据宣讲内容完善思
员杨佳琪说，她将在认真学习领
路框架、精心组织讲稿、制作宣
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讲课件。在近两个小时的宣讲
基础上，努力创新宣讲形式，活
中，6 名理论骨干宣讲员各展风
化宣讲载体，把“书面语”变为
采，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大白话”，把“宣讲提纲”变为
会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明白纸”，将“沾泥土、带露珠、
论断和新要求，以贴近实际、贴
冒热气”
的宣讲内容送入千家万
近生活的语言，将党的创新理论
户。





南通大学-沃太能源联合研究院成立

家庭用车承载着一家的幸
福。区车检站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
不断提升检测队伍的综合
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强化服务意识，
为保障车辆良
好运行和市民用车安全提供有
力的技术支持。 卑多敏 摄



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各自领域发挥了坚
强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施骁毅要求，全区广大社会组织要
强化政治引领，扩大组织覆盖，建强骨
干力量，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组
建力度，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形
有效“双覆盖”。要服务发展大局，创新
实施社会组织党建“五基达标、五 A 争
创”行动计划，切实把社会组织服务工
作做优、做实、做强。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全面加强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领
导，区委“两新”工委要强化统筹协调，
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要加强具体指导，
各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确保每一个社
会组织的党建工作都有人抓、有人管、
出实效。要深入推进基层党建示范点
培育工作，总结推广一批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特色品牌，积极推动我区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本报讯 （记者沈维维）11 月 26 日，
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开园暨社会组织
综合党委成立揭牌仪式举行。
会上宣读了关于同意成立区社会
组织综合党委的批复。市民政局副局
长肖四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
小燕，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
部部长施骁毅，副区长曹建新共同为
社会组织发展中心和社会组织综合党
委揭牌。现场举行了“双五工程”启
动仪式，发布了 《“党建引领公益助
力”——通州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
动实施白皮书》。
近年来，我区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
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公益、文化
事业、社区治理、养老服务、儿童关爱等
多个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
前全区在册各类社会组织 2091 家，其中
注册登记的 385 家，共有党员 469 名，基

装防撞设施，安排 1011 万元用于
641 座一般安全隐患桥梁维修加
固，安排 734 万元用于 359 座严
重安全隐患桥梁拆除，安排
3745 万元用于 119 座拆除桥梁
重建。
目前，全区已拆除安全隐患
桥梁 99 座，对暂未拆除的采取禁
行和限行措施，计划在 2021 年年
底前全部拆除完毕；225 座桥梁
加装防撞设施正在施工中，预计
12 月底完工；重建桥梁 9 座，计
划 2022 年 3 月底前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