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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废弃食用油脂的定义是

什么？

答：《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废弃食
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
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本报讯 （记者顾艳 通讯员陆

小亮） 12月9日下午，南通高新区
在江海智汇园举行清华控股基金招
商培训活动。清华大学博士宋威受
邀就“政府引导基金的高效运营和
管理策略”作专题授课。

宋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核能与
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获得工学博士
学位，现任清石资管集团董事总经
理，负责集团政府引导基金业务。
宋威以《国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私募股权市场、理念及方法》
为主题，从中国私募股权市场现
状、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概况、子
基金投资的具体实施和投后管理体
系建设等四个方面，结合大量翔实

的数据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解读，还
对子基金运作和投后管理的实务操
作进行了讲解。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政府引导基金是一门系统学
问，培训为南通高新区市场化设立
科创基金、招引头部投资机构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路径。

当前，南通高新区坚守“一主
一新一智”产业发展方向，正在加
速集聚创新动能。今后，南通高新
区将把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门“必
修课”，学深悟透，学以致用，围
绕工作重心，找准切入点，积极构
建“全生命周期基金支持体系”，
做好做实基金招商这篇文章，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南通高新区举行
清华控股基金招商培训活动

在位于兴仁镇长林桥

村的小花蕾幼儿园，孩子

们正在做游戏。近年来，

我区大力推进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科学布局，加快园

所建设，优化配置，扩大优

质资源，推动了全区学前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卑多敏 陈佳 张晓

云 摄影报道

为持续加快通州稻米高质量发
展，牢固树立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
牌强农理念，让城乡居民吃上“好”大
米。拟于 2021年 12月 22日举办第三

届2021“人保财险杯”通州好大米评选
活动，现组织开展网络投票，届时将根
据报送材料和网络投票结果组织进入
现场评比。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2月13日
～12月19日。

网络投票方式：识别右方二维码，
进入投票页面。

2021“人保财险杯”通州好大米评选网络投票即将开始！

本报讯 （记者沈慧） 12月10
日下午，省督查组来我区开展农村
低保专项治理“回头看”调研督导
活动。

督查组先后来到我区金新街道
办事处、城市展览馆，通过查看民
政服务窗口、查阅资料、听取汇
报，详细了解我区农村低保专项治
理工作开展、农村低保制度落实等
情况。

在随后的会议上，省督导组听
取了我区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
情况汇报。今年以来，我区各级民
政部门认真落实上级要求，做好兜
底保障政策落实、社会救助日常监
管等工作，持续巩固农村低保三年
专项治理成果，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扎实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
“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今后，我区将进一步强弱项、补短
板、强管理、提服务，使社会救助
政策在基层落实落细，真正构筑起
基本民生保障的“防火墙”“安全
网”。

省督查组对我区农村低保专项
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充分肯
定，并指出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
是一项长期工作，要进一步完善低
保专项治理长效机制，聚焦社会关
切，强化规范管理，提升保障水
平，深入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
作，切实兜牢、兜实“基本民生保
障网”。

副区长曹建新参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曾银霞 通讯员

王灵娟） 12月 10日，我区召开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
会议。

近年来，区级机关各部门普遍
重视“谁执法谁普法”工作，紧扣
普法责任清单确定的目标任务，全
时段、全方位、全地域开展普法工
作，在培育法治信仰、传播法治文
化、推进法治实践等方面取得明显
成效。

评议会上，区交运局、农业农
村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市场
监管局、城管局等6家单位负责同
志依次作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履职
汇报。评议组专家依照《通州区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落实评估标准》对各单位进行点
评并打分，对未接受现场评议的单

位进行书面评议。
副区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区公安局局长包海宁要求，要提高
政治站位，高度重视“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形成分工负责、各司其
职、齐抓共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要压实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切实将普法与执法、
管理和服务等结合起来，推进执法
和普法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健
全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提升“谁执
法谁普法”履职评议质效，紧扣普
法规划和清单任务，对标找差、查
漏补缺，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增
强参与“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
活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履职
评议工作取得新实效。

省督查组调研督导
我区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

我区开展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

本报讯（记者沈维维 通讯员

李建飞）“要先打开阀门，用手握准
喷头的前面一点，对着火点的根部
进行喷射。”12月 10日，在通州万
达广场，来自全区10家影院的从业
人员和通州万达广场的 44家餐饮
商户参加了消防安全“进影院”活
动，所有人员亲身体验了消防逃生

演练，听取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及
技能培训。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
部、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主
要包括影院冬季火灾防范、初期火
灾的处置、如何引导人员疏散逃生
等内容。“这次活动让我们电影从
业者能更好地掌握消防安全知识，

进一步加强影院安全工作。”通州
万达影城经理龚海峰表示。

为排查消除火灾隐患，持续深
化“祛火源、降荷载、强设施、畅通
道、重管理”的防控理念，区委宣传
部门和消防救援部门还重点对影
院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日常消
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器材配备等

方面工作开展检查。
区消防救援大队宣传教育中

心宣传员邢海江表示，下一步，将
持续加大影院消防安全工作的检
查力度，加强对影院从业人员的宣
传教育，全力防范化解影院行业重
大消防安全风险，竭力为市民创造
一个安全放心舒适的观影环境。

本报讯 （记者徐静怡） 12月
11日，区第四届运动会暨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佳盾杯”（武
术）比赛在区体育中心举行。

本届运动会由区人民政府主
办，区教体局指导，区体育总
会、区武术运动协会承办，江苏
佳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区全民

健身中心、区太极拳协会、区老
年人体育协会等单位协办。运动
会分为儿童、青少年、成年和老
年共4个年龄组竞赛，设置了七大
类竞赛项目，分设 4个竞赛场地，
吸引了南通、通州、启东、海
门、海安近 600人参加。“这次比
赛对我市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起到

了良好的带动作用，希望通过比
赛让更多人参与到全民健身运动
中。”区第四届运动会仲裁委员会
主任陈建华介绍。

据了解，参加此次运动会的
选手中年纪最小的 5岁，最大的
80多岁，充分展现了全民运动的
热情。来自石港镇健身俱乐部的

选手于何佳是石港小学一名五年
级的学生，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她
一连报了 24式太极拳和四象功两
个项目，“我学太极已经两年了，
刚开始练是为了强健体魄，今后
也会抽空练习，把太极拳这项运
动坚持下去。”

区第四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佳盾杯”（武术）比赛举行

我区加强影院行业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 （记者曹抒雁 通讯

员崔祝进 汪晔）近日，记者从通
州生态环境局获悉，我区将聚焦
环境信访，严格按照“初访提
档、重访走访、滚动整改”的要
求，开展环保信访“集中化解攻
坚月”活动。

环境信访难点堵点问题第一
时间发现、快速高效响应、持续
跟踪解决……今年以来，通州生
态环境局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
号”，全力推行环境信访“阳光整
改”等系列举措，探索出了一条

化解环境信访疑难杂症的新途
径，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截至目
前，全区省部级信访件5件，与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83.3%，为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

环保类信访投诉是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为开展
环保信访化解攻坚行动，我区建立
了由群众、企业、镇街、生态环境部
门组成的阳光整改小组，形成“五
位一体”环境信访立体调处模式，

让企业的整改时刻置于公众监督
之下，让信访群众实时参与企业整
改，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年
初，通州生态环境局对全区2019年
以来的环境信访件逐一进行认真
排查，共排出 63件突出环境问题，
按照《通州区突出环境信访问题突
击化解“削峰行动”实施方案》，对
照“全覆盖，无死角”的要求，亮剑
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攻坚化解削存
量、源头防控降增量，确保群众反
映强烈、久拖久处未绝和重信重
访、越级上访等“骨头案”“钉子案”

切实得到解决。今年 1～11月份，
领导共带案下访 154次，有效解决
了一批环境信访问题。

接下来，通州生态环境局将全
力打好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严格
实施环境信访交办单制度，切实压
实属地网格责任，以卓有成效的攻
坚成果带动生态环境矛盾化解，更
好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通州开展集中化解环保信访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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