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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实现全国文明城市“
四连冠”
如皋成为苏中苏北首个县级全国文明城市
晚报讯 昨天， 中国文明网公布第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和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
称号的往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南通蝉联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实现全国文明城市
“四
连冠”； 如皋从众多县级城市中脱颖而出，成
为苏中苏北首个县级全国文明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我国城市整体文明
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 按照中央文明委规
定，全国文明城市实行“一年一测评，三年一
复查”。
今年8月以来，中央文明办根据中央文明
委2017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按照
城市自主申报、 省级择优推荐、 中央部委审
核、组织综合测评、听取市民意见、进行综合
计分、媒体集中公示等评选程序，严谨规范组
织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工作， 以实地暗
访考察、 入户问卷调查和网上材料审核三种
方式对166个参评城市进行测评，严格依据参
评城市的2015年、2016年、2017年三年测评总
成绩排名，报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提出第五
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同时，中央文明办按照
城市进行自查、 省级审查推荐、 中央部委审
核、组织复查测评等复查程序，认真做好往届

全国文明城市复查工作， 严格依据中央文明
办组织的网上材料审核结果和委托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文明办组织的实地暗访考察、入
户问卷调查结果， 提出对往届全国文明城市
的复查建议，报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89个城
市被最终确定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包括5
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城区、30个地级市和
50个县级市和县， 如皋从全国2000多个县级
城市、161个县级提名城市中脱颖而出， 成为
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83个往届全国文明城
市通过复查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我市成功蝉联。
近年来， 我市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
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
设和党的建设的“龙头工程”，坚持不懈、久
久为功，形成了以“凡人善举”为主要特征的
精神文明“南通现象”，走出了一条具有南通
特色的创建之路。 我市于2008年顺利通过全
国文明城市考核测评、2009年1月被中央文
明委表彰为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 2011
年蝉联这一称号，2015年第三次跻身
“全国文
明城市”光荣榜，今年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四
连冠”。
记者卢兆欣

市食药监局服务医药食品产业项目建设

对20家企业实行
“保姆式”服务
晚报讯 昨天，市政协专题评议小组对
市食药监局“服务项目建设”工作进行实地
考察。 记者了解到，市食药监局目前排出20
家重点企业，正积极落实“一事一人，一项
一组” 工作制度， 实施全过程、“保姆式”服
务，注重事前服务，主动跟踪服务，优化审批
服务。
今年以来， 市食药监局帮助指导默克制
药、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海门
临江新区生物医药科创园等做好GMP认证、
技术转移、平台建设等工作，排出了
“巨人”培
育计划、存量医药大品种培育计划等。在破解
企业发展难题上， 市食药监局搭建企业与国
家食药监总局、省局之间的桥梁，尤其在企业

申请《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GMP证书》的
过程中，迅速启动全程服务机制，确保企业一
次性通过检查。 目前，全市120家规模以上食
品生产企业中已有84.2%通过HACCP等管理
体系认证；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中有41家通过
国内药品GMP认证，8家通过美国FDA、 欧盟
EDQM、世卫组织PQ、日本PMDA等发达国家
或组织认证检查。
市政协专题评议小组对市食药监局的服
务项目工作给予肯定，希望围绕医药食品产业
的关键共性技术、产业发展环境和重大技术创
新需求，进一步推动成果应用转化，优化产业
发展布局，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记者冯启榕

我市开展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票证专项检查

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工作务虚会及第15次主任会议
晚报讯 14日，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工作
务虚会和第15次主任会议， 深入贯彻学习十
九大精神，专题谋划明年人大工作思路，并研
究讨论了相关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主持会议，强调市人大
常委会全体成员要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强
化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和平衡性，聚焦六大
重点，把握四个基本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
法履职，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会议重点听取了各委室明年工作计划的
汇报；研究了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工作的意
见、关于评选表彰优秀代表（议案）建议、代表
履职先进个人、 先进代表之家的方案以及全
省人大系统“双先” 评选推荐工作等有关事
项； 传达学习了全省市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
志学习会精神。

庄中秋指出，2018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 是决胜全面小康的
关键一年。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是时代的呼
唤、党的要求、群众的期盼，是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是深入实施依法治国
方略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我市“两聚一高”
新实践、加快建设上海
“北大门”的现实需要。
市人大机关全体人员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新
时代人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不断增强做好
人大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他要求， 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的
深刻内涵和主要内容，在“六个聚焦”上下功
夫。 他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个“根
本点”、“一府两院一委”工作的“着力点”、人
民群众的
“
关注点”、自身建设的“
关键点”，凝
心聚力把新时代人大工作落到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建华、董正超、黄卫
成、葛玉琴，秘书长杨扬出席会议。 记者张烨

全市受监工程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市建设局昨召开观摩交流会
晚报讯 市建设局昨天召开全市房屋建
筑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观摩交流会， 要求
全面落实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和各级监管
部门监督责任，推进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
理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不断
提高全市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文明施工水平。
近年来， 全市受监工程未发生重大质量
事故，安全生产达到预期的双下降目标，整体
呈现出平稳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批典型工程
斩获“
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
扬子杯”等
殊荣；群众对住宅工程满意度有所提升。我市
全面落实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度、 永久性标
牌制度、信息档案制度等三项制度，工程施工
总承包走在全省前列。加强常见问题治理，出
台了南通市建设工程常见质量问题的控制措

施、 进一步落实住宅工程常见质量问题治理
主体责任等文件， 全面推行样板间制度和常
见质量问题防治示范活动。 10月份开展了建
筑施工扬尘防控暨空气质量达标“百日攻坚
行动”，对新项目开工条件严格把关，推动工
地防控措施落实常态化； 对不符合施工现场
扬尘防控要求或有不规范垃圾清运行为且不
认真落实整改的，限时整改；对整改不力或拒
不整改的责任主体给予停工整改、警示约谈、
通报批评、暂扣信用手册等处罚措施，使扬尘
行为得到了有力整治。下一步，会重点核查各
方责任主体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打击挂靠、出
借资质等行为， 对规避监管、 不办理建设手
续、擅自开工建设的，予以严肃查处。
记者朱蓓宁

目前已立案查处12家企业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安监局了解到，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 市安监支队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化工企业危险作业票证专
项执法检查。截至目前，已对12家企业和相关
责任人进行立案查处。
据了解， 本次执法检查范围为全市化工
（危险化学品）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使
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带储存
设施的经营企业。主要检查2017年1月份以来
的八大危险作业票证， 尤其是动火作业和受
限空间作业票证。

检查中， 市安监部门发现大部分企业能
够按照法律法规、国标、行标相关要求执行危
险作业的管理， 但仍有部分企业对国家标准
识别不到位， 危险作业制度未及时更新并执
行，动火作业中涉及的临时用电、高处作业未
开具作业票证，危险作业未进行危害识别，高
处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动火及受限空间作
业有毒等违法违规行为， 执法人员对发现的
问题当场对企业进行警告、责令限期整改，并
迅速立案，从严从重查处。
记者卢兆欣

招聘启事
诚招家宽装维工程师 100 名，工作地点，南通各县（市）区。
岗位职责：
1.负责区域内移动家庭宽带业务安装维护等工作；
2.年龄 40 岁以下，性格外向开朗，吃苦耐劳；
3.自备交通工具；
4.退伍军人、有电工证和登高证者优先。
福利待遇：1.工资计件制，月工资可达 5000-9000 元，月结月清；
2.缴纳五险、意外险。
联系电话：0513-68010086 转 9 号键（9：00-17:00）
简历投递邮箱：ntkddd@js.chinamobile.com

十九大代表李兰女
为残疾人宣讲十九大精神
晚报讯 昨天， 崇川区残联组织残联工
作人员、残疾人5大协会代表、残疾人群众自
治组织代表等共50多人， 聚集在中华慈善博
物馆， 聆听我市十九大代表李兰女宣讲十九
大精神。
为残疾人宣讲十九大精神， 李兰女十分
激动。她特别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残疾人诠

释十九大精神的内涵和实质， 介绍她在十九
大的所见所闻。
李兰女的宣讲引起了残疾人代表的强烈
共鸣，全国自强模范、崇川区肢残人协会主席
葛维军说，习总书记的报告他此前已经学过，
今天听李兰女代表宣讲，更受鼓舞。
通讯员肖马 记者吴银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专家 11 月 19 日会诊通知
南通四院癫痫诊疗中心，是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上海名院携手共建。 中心根
据患者不同病情，针对性开展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物理治疗、生酮饮食等方法，使难治
性癫痫获得了改善，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为让更多的患者与大牌专家零距离接触， 摆脱癫痫的困扰， 医院将于 11 月 19 日
（星期日）邀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王开颜教授来院亲诊。

王开颜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中心首席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国内癫痫领域的
知名专家，参与上海市重点学科——
—癫痫监测单元的建设，规范
化癫痫的诊断和治疗。
擅长：各类癫痫病的诊断和规范化治疗，包括成人难治性癫
痫、儿童癫痫综合征、多种原因导致的继发性癫痫等，以及各种类
型的头痛、头晕、睡眠障碍、神经系统的疑难杂症的治疗。
坐诊时间：11 月 19 日（星期日）

院址:南通市港闸区城港路 37 号（越江路口）
电话：0513—85306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