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南通新闻/时讯

2018 年 9 月 15 日 星期六
编辑：
王政 组版：张淑玲 校对：林小娟

陆志鹏调研交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强调

大格局抓谋划 大力度促转型
晚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
陆志鹏对我市交通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按照省委
省政府对南通的新定位、新要求，
以
更大格局谋划调整交通布局和规
划，加快推进在建项目，
超前研究明
年工作，
奋力推动交通转型升级，
不
断强化交通在南通高质量发展中的
支撑作用。
陆志鹏察看了苏通二通道选
址，要求进一步深化前期研究，加强
向上沟通，力争早日开工建设；
现场
了解锡通高速北接线工程推进情
况，勉励工程建设者保质保量完成
施工任务，确保明年底建成通车。

随后，陆志鹏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交通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和重
点工程前期研究成果。他充分肯
定了交通等部门在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前期研究、项目储备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陆志鹏强调，要按照省
委 省 政 府 对 南 通 的 新 定 位、新 要
求，以更大格局谋划调整交通布局
和规划，充分考虑重大交通枢纽对
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和服务功能，
围绕城市定位和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加快推进交通专项规划修编工
作。他指出，市委市政府提出交通
转型升级两年多来，从单独地做通
道转向做枢纽、做体系，取得了阶

段 性 成 效 ，要 充 分 认 识 交 通 对 产
业 、城 市 转 型 升 级 的 基 础 支 撑 作
用，进一步加强思考、总结和创新，
梳理研究交通转型升级的内涵和
重点，不断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
他要求，加快推进在建重大交通项
目，着力完善内外交通体系；同时
超前做好明年工作的研究，注重整
体推进、加快重点突破，以“一港两
桥两高速”为着力点，推动通州湾
港区、苏通二通道、张皋通道、绕城
高速、宁通高速扩容等重点工程快
开工、快建设。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单晓鸣
参加调研。
记者汤晓峰

黄巍东在全市政协系统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学习研讨会上强调

坚持求真务实 增强监督实效
晚报讯 昨天，全市政协系统
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学习研讨会
在通州召开。会上，
各县（市）区政协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重要论述，
结
合各地实际，
着重就民主监督工作的
特色亮点、存在问题、成因分析及下
一步创新举措等进行交流研讨。市
政协主席黄巍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巍东指出，
学习领会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
主监督工作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
有
利于把准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
突显
民主监督的对象重点，
健全民主监督

的体制机制，提升民主监督的水平
成效，
坚持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
黄巍东强调，
注重求真务实，
增
强民主监督的实际成效。要准确把
握民主监督的彰显人民性、增强政
治性、体现协商性、具有组织性等性
质特点。更加明确立足党政所要、
群众所需、委员所盼的民主监督重
点所在。积极创新民主监督的有效
形式，在继续用好会议监督、视察监
督、提案监督这三种常规性监督形
式的基础上，
重点推进专项监督、专
题监督、跟踪监督、融合监督。着力
强化民主监督的能力建设，通过开

展学习培训、强化组织引导、有效整
合力量等方式，提高政协委员履职
能力，提升监督效果。不断优化民
主监督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知
情明政机制、协调落实机制、办理反
馈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增强民主
监督工作力度，调动委员参与民主
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强富美
高”
新南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尹建炉、顾诺之、
吴旭、陈本高、金元、马啸平，秘书长
朱进等参加会议。部分住通州的市
政协委员应邀参会。
记者卢兆欣 通讯员黄欢

市总工会开展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行动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法治宣传行动是中华全国总工
会和教育部联合发起的服务农民工
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自 2017
年 10 月开展以来,志愿者服务队举
行了多场农民工普法宣传活动，均
取得良好效果。今年 8 月，市总工
会联合市教育工会在原来 3 支队伍
的基础上扩大组建了由南通大学、

晚报讯 半月谈 2018 年形
势政策宣传教育座谈会昨天在我
市召开。会议贯彻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形势政
策，研讨改进宣传教育及半月谈
通联发行工作。市委书记陆志鹏
到会致辞。
《半月谈》是中宣部委托新华
社主办、面向基层读者的重要党
刊，
影响力居全国时政期刊之首，
被誉为“中华第一刊”，是指导广
大干部群众学习工作的良师益
友，
一直深受南通读者的欢迎。
陆志鹏简要介绍南通市情后
说，
长期以来，
半月谈杂志社和新
华社江苏分社高度关注南通经济
社会发展，采写刊登了一大批反
映南通在改革发展进程中谋求自
身定位与突破的重要稿件，引起
社会广泛反响，为提升南通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前，南通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对标省
委赋予南通争当
“一个龙头、三个
先锋”的新定位、新使命，深入解

放思想、奋力追赶超越，推动高质量
发展走在全省前列。他希望半月谈
杂志社和新华社江苏分社一如既往
地关注南通、宣传南通、推介南通，
广泛报道南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的新思路、新举措，在高质量发展中
的新作为、新成就，为建设“强富美
高”
新南通提供有力舆论支持。
半月谈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
运才介绍，今年以来半月谈对江苏
的报道亮点频呈，关于南通的报道
《南通：筑梦“创新之都”
》
《启东好人
文化：让善良点燃善良》等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他称赞南通宣传、
学习、运用、发行半月谈工作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各
地学习借鉴。
会议对学习运用宣传发行半月
谈系列刊物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南通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受
到表彰。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葛莱，新华
社江苏分社社长王存理，半月谈杂
志社副总编辑王永前在会上讲话。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浩出席会
议。
记者汤晓峰

昨晚的
“濠滨夏夜”
很生活化

推出生活垃圾分类专场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开放大
学、
南通职业大学和南通科技职业学
院参与组成的5支法治宣传服务队。
与此同时，市总工会还将通过
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
台，
宣传与农民工权益特别是劳动保
障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借助
互联网信息便捷的优势，
吸引更多的
农民工参加活动。 通讯员顾虞丹

晚会现场。记者李波

晚报讯 13 日，
“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服务农民工法治宣传行动
启动仪式在市总工会举行。法治
宣传服务队将在 9 月至 11 月分赴
全市各地，深入基层、深入农民工
工作生活一线场所，开展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及政策、
法律救济方法和途径为主要内容
的宣讲服务。

半月谈杂志社在通
座谈研讨形势政策

南通城市空间和地域建筑特色传承研究成果通过论证

建议将“新通派”元素融入新城建设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局
获悉，南通城市空间和地域建筑特
色传承与塑造课题研究成果 10 日
通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专
家论证。
在研究过程中，市规划局组织
课题组详细调查了南通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现状保留的传统建
筑，挖掘这些建筑形成的背景，整理
分析相关测绘资料。研究成果从

“新通派建筑”的传承发展、南通近
代建筑职业教育和经营机构的出
现、
“ 营造厂”的演变发展等方面进
行了论述。基于传统建筑的发展沿
革与特征要素，提出南通传统建筑
的传承与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在城
市空间和地域建筑特色塑造规划设
计方面提出，
要协调老城建筑风貌，
保护优化传统格局，彰显南通地方
特色魅力；将“新通派”建筑元素融

入新城建设，使其兼具传统地方性
与现代都市性。同时提出结合南通
传统滨水建筑特色，打造通津九脉
等滨水特色空间的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该研究成果跨
越专业和领域的局限，整体思考历
史遗产特色和当代城市特色塑造，
具有开拓性意义，也为全省本土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启示。
记者冯宏新

寺街西南营首批第三次腾迁启动
具体安置方案可添加
“首善和平桥”
官微公众号关注了解
晚报讯 记者从崇川区寺街西
南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指挥办
最新获悉，寺街西南营历史文化街
区首批第三次自愿腾迁项目于今天
正式启动。
本轮腾迁工作继续遵循“解困
解难、自愿疏解、公开透明”
原则，
根
据第一批报名摇号结果，结合现有
安置房源情况实施自愿腾迁，保持
政策的一贯性。首批第三次腾迁对
象为 2017 年 9 月 3 日公布《寺街西

南营历史文化街区先行腾迁项目首
批签约资格摇号结果（二）》中具有
效次序号的申请户，私有产权住房
44 户，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公房 76
户。按照“签约交房、选房安置”等
两个流程，由寺街、西南营等 9 个邻
里服务处工作组实施推进。服务热
线：
55088605，
55088606。
据了解，关于安置房源，
本批次
计划向私房腾迁户供应濠景仁居
（45 套）、城北家园（35 套）、学士府

（20 套）、江景苑（25 套）、惠泽苑（27
套）、紫东花苑（3 套）6 个地点房源，
向公房腾迁户供应惠泽苑（148 套）
地点房源。安置选房时，可根据腾
迁实际情况适当调剂一定量计划外
房源，确保总量供应。具体安置方
案可添加“首善和平桥”官方微信公
众号关注了解相关信息。
与此同时，第二批新申请报名
户的材料审核、面积认定等工作也
正在抓紧进行之中。 记者李彤

晚报讯 由市生活垃圾分类
办、市文明办、市城管局联合主办
的“2018 南通市迎国庆暨垃圾分
类文艺晚会”于昨晚在环西文化
广场濠滨夏夜舞台上演。省住建
厅副厅长宋如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孙建华、副市长吴永宏、市
政协副主席马啸平等，与数千市
民一起观看了演出。

《垃圾分类很重要》
《快乐的垃
圾箱》
《天蓝蓝水清清》……晚会上，
各区、县（市）代表表演了歌舞、小
品、快板等多种类型的主题文艺节
目，本次演出旨在宣传垃圾分类知
识，呼吁全体市民自觉做好垃圾分
类，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呵护南通的
碧水蓝天。
记者李波

我省表彰法治建设示范和先进县

南通实现“满堂红”
晚报讯 本月初，
省委、省政
府表彰了 2016-2017 年度全省
法治建设示范和先进县（市、区），
南通市 9 个县（市、区）在新一轮
表彰中全部迈入先进行列，实现
“满堂红”。其中，海门市、如皋
市、海安市荣获全省法治建设示
范县（市、区）称号，开发区、如东
县、崇川区、启东市、港闸区、通州
区荣获全省法治县（市、区）创建
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来，南通市及各县（市、区）
紧紧围绕“法治是建设新南通的核
心竞争力”主线，深入开展法治城
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严格
落实法治建设领导责任制，深化法
治政府、公正司法、法治文化和基
层基础建设，努力提升人民群众对
法治建设的满意度，法治南通建设
取得了新的进展，为南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记者金帅 通讯员陆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