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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生态文明
推动港闸高质量发展

凝聚好人力量 引领文明新风

港闸区成立
弘爱志愿服务队
本报讯 6 月 6 日下午， 港闸区首
支由身边好人、 港闸榜样组成的志愿服
务组织——
—弘爱志愿服务队， 在港闸区
—弘爱社成立并
的志愿组织孵化基地——
开展首次活动。据悉，这也是我市首支由
身边好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近年来， 港闸区在道德风尚高地建
设中， 始终坚持把道德实践引向价值探
索，坚持不懈树典型、育美德，不断完善
机制、拓展阵地，先后涌现出以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吴锦泉为代表的各级
各类好人模范上万人。其中，荣膺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 中国好人等国家级荣誉
的先进典型就有近 30 人次。
为了更好发挥这些身边好人的号召
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引领社会文明新风，
推动全区社会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
弘爱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
当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磨刀老人吴锦泉， 把无私母爱奉献给 4
个残疾孤儿的“中国好人”黄素云，情系
百姓好支书、
“
中国好人”王建宾，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
“
江苏好人”、诚信经营榜样
周霞，红门雷锋、全国学雷锋示范点天生

港消防中队的代表等近 40 人参加了弘
爱志愿服务队的成立仪式。 启动仪式现
场，先后举行弘爱志愿服务队授旗、签名、
宣誓、寄语等活动，并开展了好人包裹、赠
送好人粽（种）等活动。
港闸区委宣传部、文明办领导祝贺
弘爱志愿服务队诞生， 并希望这支好
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示范引领，成为
品牌。
据悉， 弘爱志愿服务队近期还将陆
续组织“小院课堂”开讲好人故事、认领
爱心包裹等活动。
王欣

干部群众探讨硬招实举
广益、建言献策。大家围绕各自工作领域
的民生现状、存在困难和短板、发展思路
和方向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热烈的交流发
言， 对当前港闸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优质教育资源无法

（上接 1 版）
曹金海对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一要以
高度的政治站位做好迎查准备， 此次环保督察是一
次政治检查， 是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情况的检查， 要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四个意
识， 推动中央和省、 市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此次环保检查也是一次工作检查， 各单位要对照整
改任务分工和时序进度， 加强督察督办， 进一步扎
紧责任链条。 二要以即知即改的态度抓好整改落
实， 全区上下要全面梳理中央、 省市环保督察交办
问题， 开展自查自纠， 确保所有问题按要求整改到
位。 三要以实而又实的作风维护社会稳定， 各街
道、 开发区要认真梳理涉及环保的民生问题， 坚持
以人为本， 切实加以解决， 给老百姓营造安居乐业
的生态环境。
会上， 副区长徐斌对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工作进行详细部署。
区领导严崇明、王斌、宣志成，区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工作港闸区协调联络组及各工作组成员等参
黄金群 曹玥 张海祎
加会议。

区政协主席会议
视察农村“
三资”管理

如何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

本报讯 人民生活高质量， 是省委
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江苏未来发展的
六个高质量”之一。 为贯彻落实好省委
“
全会精神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6 月
7 日下午，由区人社局牵头，组织召开了
“
解放思想、追赶超越、争当先锋，推动人
民生活高质量”民生专题座谈会。
座谈会上，来自区卫计委、教育局、
民政局、 文体新局等部门的干部职工和
来自企业的一线工作者们聚焦提高港闸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主题，畅所欲言、集思

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需求、 外来务
工人员和外来创业者租房成本高、 学龄
前子女托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
探讨， 认真研究分析改善群众生活的硬
人社宣
招实举。

本报讯 6 月 1 日， 区政协召开第十七次主席
会议，专题视察全区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工作。区政
协副主席宣志成、袁继平、张东华、苏美云，区八届政
协副主席朱国强，秘书长周松林参加活动。
主席会议成员在区农办、 陈桥街道相关同志的
陪同下，实地走访树北村、天河社区，查阅台账，交流
了解“三资”管理中的实际情况，听取区农办负责人
“
三资”管理工作的汇报。 与会
关于港闸区农村集体
人员充分肯定港闸区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工作所取
得的成效，并就进一步提高村民参与度，更好地提高
陈小兵
“
三资”管理效益，提出意见建议。

港闸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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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商标侵权 维护企业权益
本报讯 5 月 31 日，港闸区某轻质
材料厂给港闸区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
送来锦旗， 对执法人员打击商标侵权违
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示感谢。
原来，前不久，港闸区市场监管局开
发区分局接到辖区某轻质材料厂举报，
称有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侵犯该厂家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保温砂浆。 开发区分局迅

速部署， 组成两个执法检查组分别前往
被举报公司的生产经营地和侵权产品销
售地， 依法当场固定该公司生产侵权产
品的相关证据材料， 查获涉嫌侵权包装
袋近 2000 个，待销售涉嫌侵权保温砂浆
300 袋，违法经营额达 115 万元以上。 目
前，侵权公司已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侵权
产品均依法予以监督销毁， 为经营者挽

回损失达百万元。
案件查处过程中， 执法人员发现侵
权产品的包装袋来自通州某塑纤厂，随
即将案源线索通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并与通州局协力配合， 对上游侵权包装
袋生产厂家进行了查处， 有力地打击了
商标侵权不法行为。
冯启榕 张佳

关于开展“好家风”故事征集
及分享会活动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
指示精神和江苏省 《深化家庭文明建
设行动计划》，引导党员干部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家规、 重家
教、正家风，做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示
范者、引领者，发挥家庭在思想道德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 倡导建设廉洁、文
明、向善、向上的家庭文明新风尚。 港
闸区纪委监委、港闸区妇联、港闸区文
明办共同开展“好家风”故事征集与分
享会活动。
一、活动主题：

立家规、重家教、正家风
二、活动内容：

第一阶段（6 月中旬）：面向全区
范围征集“
好家风”故事。 全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可以用发生在自己身
上或长辈身上的典型事例， 来阐述家
庭甚至家族的家风，可以是诗礼传家、
勤俭持家、孝老爱亲、明事知礼、正直

善良、 诚实守信等家风主题的一个方
面，也可以是其中的几个方面。作品必
须内容真实，富有感染力、情感真挚、
感悟深刻、引人向善、便于传讲，字数
不少于 1000 字，图文并茂更佳。
第二阶段（6 月下旬）：组织专家
学者对征集到的“
好家风”故事进行评
选，对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在相关媒体
开辟专栏，进行展示。
第三阶段（7 月上旬）：开展“好家
风”故事分享会，邀请专家学者、故事
作者、党员干部、基层群众等聆听评选
出的
“好家风”故事，接受家风教育。
三、时间安排：

“好家风”故事征集即日起至 6 月
22 日，故事分享会的时间、地点另行
通知。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引
导党员干部传承好家风、建设幸福家庭
的一项具体举措。 各街道（开发区）、区
级机关各部门要认真组织， 精心部署，
确保活动开展扎实有效。
2.提倡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
负责人带头撰写
“好家风”故事。 原则上
各街道（开发区）报送不少于 3 篇，区级
机关各部门报送不少于 1 篇。
3.“好家风”故事必须原创，不得从
网上下载。 报送时须附上故事名称，作
者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所有故事
电子版本请于 6 月 22 日前报送至区纪
委办公室。
联系人：梁虹；
电子邮箱：gzqjwbgs@163.com；
联系电话：85609752。

四、相关要求：

1.开展“好家风”故事征集及分享
会活动，是全区“
5·10”思廉日“牢记使
命·净心崇廉” 主题系列活动之一，也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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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闸区纪委监委
港闸区妇联
港闸区文明办
2018 年 6 月 8 日

5 月 29 日、6 月 3 日，沪、宁 13 家三甲医院专家
“
名医爱心行”系列义诊活动在港闸区举办。 吕亚兵

港闸经济开发区举办
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本报讯 在全国第 17 个、南通第 31 个“
安全生
产月”来临之际，6 月 6 日下午，港闸经济开发区在万达
广场举办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并举行了以“
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 曹春雷

港闸成立矛盾纠纷
调解咨询专家库
本报讯 为了充分发挥相关行业、 专业领域专
家在调解工作中的作用， 进一步提高全区矛盾纠纷
调解工作水平，近日，区司法局、区调处中心牵头成
立矛盾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库。
近年来， 港闸区矛盾纠纷逐渐从婚姻家庭、邻
里、拆迁等传统领域，向医疗、劳资、物业等专业热
点、难点问题扩展，呈现出涉及主体多、影响面广泛、
调解难度大的特点。矛盾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库 18 名
成员来自公检法、人社、住建等 16 个行业部门,从事
本行业工作多年。受邀专家可到现场直接参与调解，
引导当事人提出合理诉求， 提供最优调解方案和依
据； 也可根据案情提供经本人签名的书面调解意见
周雯晴
或建议，供调解员及双方当事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