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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蓓） 10月
19日，市委书记于立忠主持召开

会议，研究南通市党的建设考核

工作。市委副书记张浩，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王巧荣，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卢林参加会议。

于立忠强调，距离全年结束

只剩两个多月，要围绕党建考核

保第一的目标发起冲刺，为海安

在南通综合考核中取得好成绩

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大对党建

工作的宣传力度，除了常规媒体

宣传外，还要点对点进行宣传。

市委办要进一步落实基层减负

具体举措，规范精简工作群。

市人大要及时传达学习并贯彻

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市政协要安排好重点提案督办

工作，不断提升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工作的影响力，打造特色品

牌。市纪委监委要做好案件查

办“后半篇文章”，积极健全工作

机制。市委统战部要坚持大统

战工作格局，党校要加强统战工

作相关理论研究。要把专业社

会组织吸纳进民兵力量中，在应

急抢险救灾中发挥作用。要进

一步丰富市管干部光荣退休仪

式，弘扬正能量。要梳理好党建

考核和政府工作的交集，齐抓共

管，共同发力。要维护好社会大

局稳定，完善应急事件处置，提

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张浩指出，要坚定目标不动

摇，确保党建考核南通第一。要

对照党建十大工程查漏补缺，全

力冲刺全年工作任务。要吃透考

核规则，补短板强弱项，尽快弥补

差距不足。要积极总结提炼海安

的特色创新工作，向上级媒体推

介。要压实责任，全力向上沟通

争取，确保各项指标名列前茅。

王巧荣、卢林就相关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

市委党建办负责人汇报了

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市委办、纪

委监委、组织部、宣传部、人大

办、政协办、统战部、政法委、人

武部、党校、老干部局负责人依次汇报了考核指标完

成情况、存在的短板弱项和下一步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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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诚 姜明） 10月19日，

市委书记于立忠走访小区居民和商铺业主，

当起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宣传志愿者，开

展入户宣传活动，进一步激发群众的创建自

觉性和积极性，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营

造浓厚氛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林参

加活动。

新宁小区建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属于

城区老旧小区。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经

过改造，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为继续提升小

区“颜值”，今年，市政府投入500多万元对该

小区实施了强电弱电杆线入地工程，目前该

小区已告别空中“蜘蛛网”。在田加林、姜礼

同等市民家中，于立忠与他们亲切交谈，详

细宣讲了我市前期的“创文”成果，以及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意义、进展，同时，发放

了相关宣传资料。

“小区环境大变样，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真惠民。”“文明从我做起，创建人人有责。”

交谈过程中，居民普遍反映，“创文”工作让

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市民文明素质不

断提高，城市整体文明水平全面提升。于立

忠表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全国文明城市

的升级版，是文明城市的标杆，海安将继续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围绕每个细微处、每个

薄弱项，持续增进群众获得感，努力把工作

做到极致，把海安的特色创得更优、亮点做

得更强、品牌叫得更响。

“最近店里生意如何？”“对海安的‘创文’

工作有何感受、建议？”随后，于立忠又来到

人民路沿街店面进行宣传，向商户详细讲解

了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具体内容，派发

相关宣传资料，并认真听取大家对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于立忠说，2020年，海安测评位居全国

前十，一举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极大

地提升了城市整体形象和全民文明素养，在

海安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

年4月，市委、市政府高标准启动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工作。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人是核心。他希望广大商户在积极参与创

建的同时，协助做好宣传工作，为凝聚创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思想共识，提升城市文明

尽一份力、添一份彩。

于立忠进店入户宣传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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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雯瑾） 10月 19日，市

委副书记张浩率队开展进店入户宣传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活动，向市民发放了《海

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应知应会手

册》和《海安市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测评调查

问卷》，勉励小区居民和商铺业主发挥城市

主人翁作用，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中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卢林

参加活动。

活动中，张浩一行分别来到中坝南路沿

街店面和永宁小区住户家中，与商铺业主和

小区居民亲切交谈，详细介绍了我市创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的相关举措及成效，讲解了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目的、给市民带来

的便利、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宣传

了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相关知识，让广大市民

对文明创建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张

浩还仔细询问了小区居民和商铺业主对创

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掌

握社情民意，推动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问题，

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张浩表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关键是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希望小区居民

能从我做起，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参与到创

建活动中来；沿街店铺能自觉做好“门前五

包”工作，及时关灯关闸，节能减排，共同为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就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市领导进店入户开展宣传
2021年度建筑业AAA级
信用企业评价结果公布

苏中建设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蔡诚）近日，中国建筑

业协会公布了2021年度建筑业AAA级信用

企业评价结果，苏中建设榜上有名，获评

2021年度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

近年来，苏中建设持续践行“至诚至信，

尽善尽美”的经营理念，积极深化企业信用

建设，强化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先后获得中

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3A级信用等级企业”

“18星信用星级企业”等荣誉。此次获评中

国建筑业协会颁发的“建筑业AAA级信用

企业”，是苏中建设多年来诚信经营的集中

体现，意味着公司的履约能力、企业信誉、文

化建设、社会责任等综合实力得到了行业和

市场的进一步认可，同时将为公司在市场准

入、招标投标、评先评优等方面发挥积极的

作用。本报讯（记者 魏钦翠 通讯员 姜建敏）

近日，工信部公示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我市综合检验检测

中心成功入选，南通唯一。

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是指由

法人单位建设和运营，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

定，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需求为导向，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技术、创业、培训、融资

等公共服务，管理规范、业绩突出、公信度高、

服务面广，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服务平台。

我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于2015年11月
挂牌，2016年 3月整合到位，由原海安县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计量检定测试所、农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药品检验所4家检测机构

整合而成。目前，该中心总占地 2万平方

米，实验室面积 6500平方米，具备机械、食

品、电气、建材等领域产品法定检验资质。

其中机械项目通过CMA授权产品75个，参

数35个，通过CNAS机械产品28个。

近年来，该中心充分整合技术资源，为

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技术开发、人员培训、标

准制定、技术咨询、产品设计、设备与产品测

试等服务，为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设备检测、

生产工艺改进等创造条件。同时，大力培育

技术市场，收集、传递产业的技术需求信息，

积极推进产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

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我们将持续优化能力建设，创新服务

模式，提升服务水平，主动开展公益性服务

活动，在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畅通信息

渠道、提高发展质量、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

发挥支撑和示范带动作用，形成支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

的服务格局，为全市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市综合检验

检测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公示

我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成功入选
南通唯一

10 月 22 日（周五）中午 12∶00，海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加根将走进市融媒体中心《海安政

风行风热线》直播室，就全市市场监管

工作和民生保障方面的话题与大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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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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