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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民会见三菱重工长谷川守一行

港闸将建中国最大
船舶甲板机械生产基地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徐惠民在滨江会议中心会见三菱重
工董事会董事、 三菱重工机械系统株式会
社社长长谷川守一行。 港闸区委书记沈红
星主持会见。
徐惠民首先对长谷川守的到访表示欢
迎， 并向客人介绍了南通的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他说，南通是中国 14 个首批对外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 与日本的经济往来非常
密切，很多日本企业在通投资，为南通经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菱重工是世界
500 强企业之一， 一个拥有雄厚技术实力
的制造型企业集团。 南通是中国船舶海工

的三大制造基地之一，船舶海工产业发达，今
年来行业发展稳定，在手订单充足。此次双方
联手合作， 必将提升南通船舶配套产业的整
体发展水平，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南通市政府
将会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持， 为项目推进
做好全方位服务，力争项目快建设、快达产、
快见效。
长谷川守愉快地回顾了与江苏政田十年
的友好合作历程， 向徐惠民介绍了三菱重工
与江苏政田新合作项目的基本情况。 他表示
新项目将带来新技术，拓展新市场，带动南通
船舶配套产业发展， 希望南通市和港闸区政
府继续给予企业关心支持。

会谈后，江苏政田与三菱重工就
“液压设
备技术和品牌授权”合作项目进行了签约。该
项目总投资约 12 亿元，引进三菱重工液压系
统项目。 项目建成后， 可形成年生产克令吊
600 台、锚绞机 2000 台、舵机 300 台的生产
能力，年营业额达 20 亿元，将成为中国最大
的船舶甲板机械生产基地。
副市长陆卫东出席活动。 市政府秘书长
陈俊，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王筱融，市政府副秘
书长蒋才茂，港闸区委副书记、区长、政协主
席曹金海，港闸区委常委、港闸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斌等参加会见。
陈智勇 肖池云

区委书记沈红星调研港闸法院改革工作

为港闸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讯 5 月 29 日上午，区委书记沈
红星到港闸法院开展调研，强调要以“
解放
思想、追赶超越、争当先锋，推动高质量发
展”大讨论为契机，狠抓审判、执行两大重
点任务，系统推进员额制改革后半篇文章，
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上竞相作为，争当全
市基层法院系统的标兵， 全区机关作风效
能建设的排头兵， 为港闸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 港闸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及
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沈红星先后察看了唐闸人民法庭、执
行指挥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并与
审判人员作了具体交流。
座谈会上， 沈红星对港闸法院各项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面对
案多人少的矛盾以及破解执行难的压力，
区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依法惩治

刑事犯罪，依法处理涉民生案件，有效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积极妥善处理东鑫船舶、盛唐置
业、有色铸造厂等破产案件，有力保障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沈红星强调，新时代
呼唤新作为， 港闸法院要准确把握上级法院
和党委提出的新要求以及群众的司法新需
求，解放思想、追赶超越，争当全市基层法院
系统的标兵和全区机关作风效能建设的排头
兵。 一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法院高质量发展；二是要
狠抓审判执行重点工作， 针对破解执行难的
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工作机制，强化
整体联动， 提高执行水平， 打造司法特色品
牌；三是要积极服务中心工作，深入企业、机
关和基层开展巡回审判、法制宣传等工作，助
力港闸法治建设；四是要完善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干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干警
干事创业热情；五是要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严
守廉政底线，不断提升干警政治素质、文化修
养、业务能力，为法院发展夯实队伍基础。
会上，港闸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陆燕红从
审判执行态势、基本解决执行难、司法服务保
障、司法体制改革、司法队伍建设、基层基础
建设六个方面作了工作汇报，对区委、区政府
长期以来对法院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
曹玥 王晓燕

市人大领导视察
港闸“
七五”普法工作
本 报 讯 5 月 31 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葛玉琴率队赴港闸区视察“七五”
普法工作。 港闸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
曦、副区长徐斌参加活动。
葛玉琴一行实地视察了天生港镇街
道龙潭村“
善·法”文化中心、天生港小学
“
德法长廊”、港闸区平安幸福“孝法园”、
秦灶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后，在
区委党校召开座谈会。 徐斌就“七五”普
法工作情况作了专题汇报。
港闸区“
七五”普法工作具有“十高”
特点：规划定位高、工作要求高、领导认
可高、数据频次高、社会评价高、工作美
誉高、阵地覆盖高、活动质量高、德法融
合高、法治程度高。 在全省 2017 年法治
建设满意度调查中， 港闸区法治建设满
意度为 99.5%，位居全省第一。
曹月麒 倪德华

港闸区民间文艺
精品展开幕
本 报 讯 5 月 28 日，市文联“五月
风”系列活动之一——
—“南通市港闸区民
间文艺精品展” 在市文艺之家美术馆开
幕。本次展览共展出 60 多组港闸民间文
艺精品， 包含板鹞风筝、 红木家具和雕
刻、缂丝、瓷板画、竹艺、棕编、盆栽等多
个门类。市文联副主席陈国强、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华出席开幕式。
港闸地区文化底蕴深厚，缂丝技艺、
通作家具制作技艺、红木小件制作技艺、
玉木镶嵌家具制作技艺、 板鹞风筝制作
技艺等均代有传人；红木雕刻技艺、仿古
家具修复技艺、瓷艺、竹艺、棕编、艾兰染
艺绚丽多姿，呈现独特的文化魅力。展览
会场， 宣和缂丝技艺非遗传承人进行现
场展示，展示古老工艺的崭新魅力。
据悉，本次展览由市文联、区委宣传
部、区文联、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由
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全区各街道 （开发
区）文联承办，将展至 6 月 6 日。 薛雯

家门口便可享受上海优质医疗资源

市肾脏病医院在港闸重建开业
本报讯 5月29日上午，位于港闸区北
大街300号异址重建的南通市肾脏病医院
开业。市卫计委主任陈冬梅，港闸区委副书
记、区长、政协主席曹金海，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严崇明等出席开业仪式。
市肾脏病医院是港闸区政府与上海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合作的结
晶，创建于1988年，由我国现代肾脏病学
泰斗、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肾脏内科首任
科主任钱桐荪教授亲自设计。 重建后的

医院拥有上海的专家团队、 先进的血透设
备、 周到的就医环境和一流的远程会诊系
统， 服务内容包括急慢性肾病的中西医综
合治疗以及终末期肾病的透析治疗等，患
者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与上海地区同质化
的肾病诊疗。
曹金海致辞中希望，肾脏病医院要以此
次开业为契机，秉承“仁心仁术、济世济众”
的办医理念， 充分发挥上海医疗资源优势，
以精湛的医术、一流的服务、良好的信誉服

务社会、造福百姓，打造“家门口的上海优质
肾病专科医院”品牌。 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医院发展， 共同推进双方合作，也
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加快推进肾
脏病医院新院址建设，打造国际一流水平肾
脏病医院。
开业仪式前， 专家为市民开展“保护肾
脏，我们在行动”大型义诊活动，为100多名患
者提供了周到温馨的义诊服务， 深受当地老
倪德华
百姓欢迎。

港闸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6 月 1 日， 港闸区召开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总结交流今年
以来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分
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成员，各街道（开发区）党工委分管领导、
综治办主任，各派出所所长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 港闸区紧紧围绕提升公众

安全感， 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目标， 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全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朱玉强在会上要求：各单
位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
识， 切实肩负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使
命，努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要坚持线索摸
排、精准打击、依法严惩三位一体推进，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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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专项斗争实效； 要坚持用系统思维推进
工作， 标本兼治，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中央和省市区部署
要求落地见效。 区扫黑办将采取通报、约谈、
挂牌督办、 一票否决等综治措施， 对各街道
（开发区）进行督导检查。
会上，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政法各部
徐健
门交流了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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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闸区部署
“
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 报 讯 5 月 30 日下午，港闸区安
委会在区委党校 501 多功能会议室召开
全区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安全生产
月”活动等重点工作部署会，会议总结了
全区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工作， 分析当前
安全生产形势， 部署下一阶段安全生产
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通报了全区今年以来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既肯定了 2018 年以来全区安
全生产工作取得的成效，也提出了工作中
的不足。 就下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建立完善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
运行机制；以“
一图、两单、四卡、八必须”
为主线深入推进企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
工作；结合季节特点，扎实做好夏季汛期
“
安全生产月”、
“
平安交通”、
的安全生产、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以及餐饮
场所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
副区长、 区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军
就做好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的
王倩栎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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