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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蓓） 6月 16日是全

国法定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当天，我

市举办 2021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落

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题签名活

动，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大力普及安全文化和

安全常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安

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着力增强全民安全

生产意识，努力营造“遵章守法、关注安

全、关爱生命”的浓厚氛围，教育和动员全

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有效

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于立

忠，市委副书记、市长谭真，市政府党组成

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卢忠平，副

市长卢林，市政府党组成员杨永辉参加活

动。

于立忠宣布 2021年安全生产宣传咨

询日暨“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主

题签名活动开始。

谭真强调，安全生产是个人生命健康

的保证，是家庭平安幸福的保证，是社会

安定和谐的保证。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北十堰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增强政治敏锐

性，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

发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建党百年

营造良好氛围。全市各机关部门、各区镇

街道、各企事业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始终把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高于一

切的位置，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

安全红线，筑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提升全

社会安全素质，让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

自觉行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以“安全

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全面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风险辨识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细落实各

项安全防范措施，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

生产事故；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集中攻坚任务，总结经验做法，推

广制度成果，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集

中开展一系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一线职工和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宣教活

动，传播安全知识，普及安全常识，弘扬安

全文化，为全面推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创建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

持。

卢忠平主持活动。

与会人员依次签名并参观咨询现场。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举行
本报综合 6月 15日，省安委会

召开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十堰

市燃气爆炸事故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全省

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

的环境。省委书记娄勤俭作批示，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吴政隆出席会

议并讲话。

娄勤俭在批示中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批示精神，深刻吸取湖北十

堰市燃气爆炸事故教训，进一步增

强政治敏锐性，举一反三、压实责

任，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夏季高温多雨，要有针对性地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要聚焦

城市燃气、危化品、交通运输、校园

安全等重点领域，对各类风险隐患

进行全面排查、全面整治，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

良好氛围。

吴政隆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

新征程开启之年，做好今年安全稳

定工作意义特殊而重大。各地各部

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

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坚持一切工作都以安全

稳定为前提，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

力抓好安全生产这个“国之大者”，以实际行动实际成效

践行“两个维护”，履行好“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重大使命，真正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吴政隆强调，今年以来，省内外发生了一些安全生产

事故，再次敲响警钟，我们必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清醒

认识到我省距离本质安全还有很大差距，清醒认识到安

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艰巨性、长期性，强化问题

导向，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要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突出抓好燃气安全专

项整治，深入开展天然气管道、燃气管网、液化气罐等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七个一”行动，依法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提高燃气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全

链条本质安全水平。要聚焦交通运输、化工及危化品、煤

矿与非煤矿山、文旅、水上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学校、

医院、集贸市场、车站码头等重点区域以及城镇生命线工程

和城市安全、特种设备、有限空间等，聚焦重大庆祝活动、

重要节假日、极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下紧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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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洋） 6月16日，全

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宣布南

通市委关于海安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

职务调整的决定。南通市副市长、公安

局局长高山，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

巧荣，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张明星，市公安局副科职及以上干部

参加会议。南通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

治部主任顾坚主持会议。

高山认为，海安公安基础好、后劲

足，要坚持以更高标准谋划公安事业。

新班子要拿稳接力棒，站在更高起点，力

争更大作为。要坚持以更大力度服务发

展大局，做到“跳出公安看公安”，拓宽眼

界和思路，开创工作新局面。

高山强调，要坚持以更实措施维护

平安稳定。一方面，要抓好眼前，做好庆

祝建党 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时刻保

持决战决胜状态，紧扣“五个严防、三个

确保”的目标，把安保措施落实到位，把

安保责任压实到位；把信访维稳、面上防

控、安全监管、应急处突等工作抓细抓实

抓到位。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立足海

安社会形势，研究好本地平安建设的发

展路径，优化升级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切实抓好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平安海安

高地。要坚持以更严作风锻造过硬铁

军，按照总书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

求，坚持“四个铁一般”标准，全力打造一

支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

于立忠要求，坚持正确方向，在对党忠

诚上践行新担当。公安机关必须把政治性

作为第一属性，把讲政治作为第一要求，切

实增强政治意识，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坚决

落实上级部署。要坚持履职尽责，在平安

建设上创造新业绩。全市公安机关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紧紧围绕建党100周年

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主线，以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隐患为牵引，推动建设水准更高、品质

更优、群众更认可的平安海安。

于立忠强调，要坚持融入大局，在服

务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全市公安机关要

立足发挥公安职能作用，找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

点，着力提升服务发展能力，着力优化公

安公共服务，持续推进规范执法工作，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保障。要坚持全面

从严，在队伍建设上树立新形象。公安

机关要狠抓班子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

设，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安铁军。

张明星宣读了干部人事调整决定。

葛志祥同志任市政协党组成员，不再担

任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提

名孙康同志为市公安局局长人选。

葛志祥、孙康作了表态发言。

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召开
会议宣布南通市委关于海安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今年以来，白甸镇升辉装备集团克服不利因素影响，积极对产品进行转型升级，优化完善生产布局，努力适应瞬息万变的

市场行情，实现产品销售市场的跨行突破，企业产销两旺。图为工人在生产履带式起重机械。 翟慧勇 摄

6月18日（周五）中午12∶00，海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沈宏华，海安市社会保险管理中

心主任吉拥庆，海安市劳动就业管理

处主任周杰华将共同走进市融媒体

中心《海安政风行风热线》直播室，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与大家进

行交流。海安人民广播电台FM88.8、

海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海安播报

微信公众号、悦海安 APP 同步直播。

届时欢迎拨打热线电话 88896919、

88896929、88896941、88896110参与投

诉或咨询建议。

就时尚锦纶产业园建设
暨“链长制”招商工作

我市部署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 顾华夏 顾庆斌 姜

旸） 6月 16日，我市召开时尚锦纶产业园建设

暨“链长制”招商工作部署推进会，迅速贯彻落

实市委关于产业园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对今

年 1—5月份工作认真盘点总结，查找存在问题

和不足，明确下一阶段园区建设工作的目标任

务和工作举措。市政协主席、时尚锦纶产业园

区指挥部总指挥李春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

协副主席彭为杰主持会议。

李春旺指出，作为我市十大专业园区之一

的时尚锦纶产业园，要对照考核目标，努力在园

区建设、产业集聚、招商引资、创新水平、管理能

力等方面取得新成绩。要突出“链长制”招商，

有针对性地招引一批产业标杆性企业和引擎性

项目。要突出项目建设和载体平台建设，进一

步深化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东华大学等高

校院所合作，加强基础研究、研发工艺设备、开

拓细分领域、抢占市场高点。要鼓励和引导企

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努力争创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研发中心）1家。要推动中纺院与弘盛新

材料共建检测（研发）中心，着力提升企业发展

能级和中纺院创新服务能力。

市税务局、高新区、墩头镇负责人就园区建

设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市发改委等部门单位负

责人点评了产业园建设工作并作了表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