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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昨闭幕
葛玉琴当选主席 3人当选挂职、兼职副主席
晚报讯 南通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在完成各项议程后， 于昨天上午在南通更俗
剧院胜利闭幕。 昨天下午市总工会十四届一
次全委会举行， 选出新一届市总工会领导班
子，葛玉琴当选市总工会主席。
当天上午， 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了69名市总工会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15
名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闭幕大会通过了《关
于南通市总工会第十三届委员会报告的决
议》《关于南通市总工会第十三届委员会财务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南通市总工会第十三
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总工
会命名了“十佳模范职工之家”“
十佳模范职
十佳优秀工会工作者”和一批
“
模范
工小家”“
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优秀工会工作
者”
“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市总工会十四届一次全委会于昨天下午
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会议选举产生市
总工会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会和主席、副主席，
葛玉琴当选市总工会主席，杨哗鹃、季金祥、
叶新春、黄燕、蒋洪涛、施天明、李兰女当选副
主席，王海兵等8人当选常委。 新一届市总工
会领导班子中， 有1名挂职副主席和2名来自
“强
企业的兼职副主席，充分体现了工会改革
三性、去四化”的要求。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冯军在讲话中说，这

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一个
精神，落实省委书记娄勤俭对南通提出的
龙头、三个先锋”要求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对于
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群众解放思想、 跨越赶
超、争当先锋，积极投身南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具有重要意义。 市委书记陆志鹏高度评价了全
市广大职工和各级工会组织在全力推进“强富
美高”新南通建设中作出的积极贡献，对进一步
发挥新时代我市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作用提
出了新要求， 为全市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指明了
方向。 冯军代表市委向新一届市工会领导班子
和各位委员提出4点希望：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以理论武装的新境界铸就忠诚； 要围绕发展勇
担当，以建功立业的新贡献服务大局；要履职尽
责善作为，以关爱服务的新成效凝聚人心；要强
化责任抓落实，以深化改革的新突破攻坚克难。
市总工会主席葛玉琴代表市总工会新一届
领导班子作表态发言。她表示，市总工会领导班子
和各位委员将全面落实省、市委和省总各项决策
部署，紧紧依靠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
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会工作中去，团结带领广大
职工拥护核心听党话、高举旗帜跟党走，把南通工
运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辜负市委的重托，不辜负
全市广大职工的期望。
市领导陈宋义出席闭幕会。
记者王全立

轨交1号线
“
融合党建带”启动
让党建新成效跑出轨交建设“
加速度”
晚报讯 地铁从我家门口过， 我为地铁
做贡献。11日上午，在中铁一局集团南通市轨
道交通1号线03标三工区项目部， 轨交1号线
“融合党建带”启动，轨交公司、施工单位、街
道社区多方联动，形成轨交融合党建新模式，
为轨交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今年5月，市委组织部和市城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共同下发了 《关于在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中深入开展“融合党建带”品牌创建活动
的实施意见》，崇川区委组织部、轨道交通一
号线沿线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靠前谋划、
主动作为，探索形成了“建设协力齐心、服务
同频共振、活动体察入微”的协同融合党建模
式。崇川区任港街道党工委书记高峰介绍，构
建建设方、施工方、属地方、共建方、街邻方五
方为一体的组织力量， 以联席会的模式推动
党的建设与项目建设同发展。 中铁一局副总
经理鲁和友表示，将不断深化“融合党建带”

发展，夯实党建基础，积极组织施工，加大资源
投入，做好施工保障，打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
品地铁工程。
启动仪式上，“轨交融合党建带党群服务
站、党员活动室、职工之家”揭牌，辖区单位代表
向项目部送上共建物资， 中铁一局认领沿线三
个社区的为民服务实事清单。同时，为扎实有效
推进融合党建，还成立了
“
轨道先锋”志愿者服务
队，6个分队将从安全环保监督、 文明交通疏导、
社情民意服务、优质工程评议、轨交工程宣传、矛
盾纠纷调解等方面，为地铁施工方和沿线党员群
众开展常态化服务活动。
记者了解到，
“融合党建带” 将以主题党课
的形式共同开展组织生活，实施职工读书角、医
疗室等实事项目，开展送文艺、送清凉、送书刊、
送医疗、送爱心五送一体的活动，推动轨道交通
事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
记者朱蓓宁 彭军君

公共机构节能连续六年全省领先
我市近八成机关成
“省节水型单位”
晚报讯 各级公共机构， 既是能源消
费者， 又是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工作的倡
导者和管理者。 昨天下午， 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公布了近一
阶段我市公共机构能效领跑和节能示范单
位创建成果以及近期开展的公共机构节能
宣传周活动的相关信息。
相关数据显示， 我市创建的公共机构
节能示范单位数量、 质量连续6年居全省
前列。 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10家单位被
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荣
授予“
誉称号， 6家单位被授予“省公共机构能
效领跑者单位” 荣誉称号， 58家单位被
江苏省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 荣
授予“
誉称号， 国家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1家、
省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6家。 全市78.78%
机关创建成为“
省节水型单位”。
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统领， 立足节约节能双推进， 大力推动能源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节约型公共机构建设，
突出绿色建筑改造、 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应
用、 推动合同能源管理、 能源消费计量统
计、 节能节水示范创建、 创新管理模式等，
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成效明显。 今年， 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又制订了 《南通市公共机构
节能日常考核实施方案》， 将公共机构节能
列入2018年度市级机关综合绩效考评日常
督查考核内容。
2018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已于11日
启幕， 并持续到17日。 其间， 各地区、 各
部门将结合实际， 通过制作节能宣传展板、
编发示范单位典型案例、 推介节能微视频、
发送节能宣传短信， 推进节能宣传进机关、
进社区、 进校园、 进医院等活动， 让节能
降耗理念深入人心。
记者沈樑 张烨

南通4人参加
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晚报讯 昨天起， 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国选拔赛陆续在上海、广州拉开序幕。
今年，我市派出4名选手，参加全国选拔赛4
个项目的比赛，此次参赛项目数、参赛人数
均为历年之最， 入选国家队的选手将有望
明年8月赴俄罗斯喀山参加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
匹克”， 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
事， 引领和代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
进水平。 今年
“
世赛”全国选拔赛于6月中、
下旬分别在上海、广州举办。 历经校级、市
级、省级选拔，来自我市的陆宇、沈苏贵、李
政、刘丁杰4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拿到了
木工、精细木工、砌筑、瓷砖贴面这4个项目

的“国赛”门票。 记者了解到，仅在“省赛”一
关，淘汰率达86%左右。 根据大赛日程安排，
木工和精细木工项目于6月13日至15日期间
在上海开赛；而瓷砖贴面、砌筑项目则于6月
25至27日期间在广州开赛。市人社部门表示，
世界技能大赛为我市技能人才搭建了与世界
技能高手切磋技艺的平台， 是一次宝贵的学
习交流的机会。
据了解， 今年全省将进一步加大对优秀
技能人才的奖励力度。 在全国选拔赛中荣获
前3名的选手将被授予“江苏省技术能手”称
号，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前3名选手及其专家
组成员， 凡志愿到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工作
的，由院校自主招聘、直接进编。
记者彭军君

热议健康南通建设
6月13日，港闸区陈桥街
道建设办、天玺社区党支部、
好妈妈成 长 课 堂 的 爱 心 党
员、 爱心妈妈们用艾草等材
料做香囊、包粽子，为南通地
铁1号线惠民站的地铁施工
人员们送上端午礼。
记者徐培钦

企业总裁和知识产权总监培训班
在通成功举办

晚报讯 昨天， 为期三天的江苏省企业
总裁和知识产权总监培训班在通成功举办。来
自全省智能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总裁
或分管副总、知识产权总监近100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 此次培训由省知识产权局和我
市知识产权局主办、 国家中小微企业知识产
权培训（苏州）基地承办，旨在围绕智能制造

产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 引导智能制造企
业从知识产权战略意识、 战略管理和知识产权
业务能力、 国际规则运用能力等方面进行素质
训练和能力提升，培养拥有战略眼光、国际视野
的企业知识产权高层管理者。
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基地、 深圳峰创智诚科
技有限公司、 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等单位经
验丰富的知识产权专家应邀授课， 培训内容涵
盖知识产权与企业发展、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
理、 企业专利布局与知识产权运营、 知识产权
风险管理与纠纷处理、企业知识产权规划、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的保障条件建设等。
记者彭军君

市卫计委举办处长论坛

晚报讯 12日晚，市卫计委7楼会议室
里灯火通明，市卫计委举办的“解放思想、
追赶超越，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处长论
坛正开得热火朝天。 基妇处、 医政处等18
位处长轮流上台， 分别围绕“
干部队伍建
设”“医疗资源人力分析”“院前急救”“信
息一体化建设” 等主题， 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展开讨论， 积极为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
发展建言献策， 并且在发言中敢于讲真
话、实话和心里话，敢于暴露存在的实际问
题， 提出不少平时没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
意见建议。
4月11日，南通市委办公室下发《关于
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追赶超越，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要求在全
市开展“解放思想、追赶超越，推动高质量
发展”大讨论活动。 市卫计委迅速响应，印
发《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开展“解放思想、追

赶超越，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实施方
案》，围绕
“深化医改”
“提升医疗水平”等七个
主题，在系统内掀起了讨论热潮，引导全系统
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追赶超越、争当先锋，推
动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共收到来自各县市
区卫计委、 全市二级以上医院及委机关各处
室的相关论文70余篇。
此次处长论坛还专门邀请了媒体界资深
记者作为评委。 在听完论坛后，他们认为，市
卫计委人才济济， 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市委、
市政府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卫计委这次
论坛主题鲜明切实，紧跟步伐，走在了全市
的前列。 作为奋战在健康南通最前线的基层
指挥官，处长们牵动着全市卫生计生工作的
脉搏， 在这个层面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以
问题为导向， 体现了卫生计生工作在不断追
赶超越。
记者冯启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