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大公镇积极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来到田间地头直播带货，帮助农民在网上进行推广销售，为果农纾困，助群

众增收。图为志愿者在于坝村梨园通过直播推销梨果。 翟伟凯 谈小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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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京郊）为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和南通

市相关会议精神，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9月24日，我市邀请南通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卫兵作“海陵大学堂”

第三讲。市委书记于立忠主持活动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谭真，市政协主席李

春旺，市委副书记杨善彤，市领导郝三旺、

卢林、钱旭东、周小军、周平、安谱昌、张飒、

钱义华参加活动。

张卫兵以《新冠病毒变异株及防控策

略》为题，简述了新冠病毒病原学及变异

株分类和基本流行特点，重点就《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和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最新要求进行详细解读。

课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利用生动、鲜活

的案例进行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

实操作性。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于立忠强调，要

坚持从严从紧不动摇，在思想上同心聚力，

各区镇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疫情形势

的严峻性与复杂性，切实增强疫情防控的

主动性、自觉性，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各方

责任，举一反三、检查堵漏，坚决防止“针尖

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从严从紧、抓细

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度

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要坚持为

民宗旨不动摇，在服务上同频助力，各区

镇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机关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按照第

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便捷、更满意的核酸检测服务，努力用

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以党员

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平安

指数”“幸福指数”。要坚持经济发展不动

摇，在行动上同向发力，一体推进“招商引

资突破年”“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完善

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切实推动我市营商

环境提升“68条”和助企纾困“54条”落地

落实，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奋力冲刺四季

度，打好年度收官战，全力营造平安稳定

的社会环境。

本次活动采取主会场和分会场结合的

方式，实现科级领导干部、专项工作组成

员、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参与疫情防控的网

格员、志愿者等全覆盖培训。

本报讯 （记者 赵雨） 9 月 24
日，我市召开国有企业党建、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于立忠，

市委副书记、市长谭真，市委副书记

张浩，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杨春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

部部长钱旭东参加会议。

于立忠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

济的重要支柱，是推进现代化、保障

人民利益的重要力量。要以深化思

想认识为关键，提高站位明方向，充

分认识国有企业是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

领导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

障，充分认识到加强国企党的建设是

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切实增强政治

敏锐性和鉴别力，推动我市国有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要以做强做优做大

为使命，全力以赴抓发展，国有企业

生存要回归利润、机制要回归市场、

发展要回归产业，明确自己的发展目

标、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推动资源

向主业集中，深耕主体行业，提升规

模效益。

于立忠强调，要以强化整体功能

为目标，系统谋划求突破，坚持“国企

姓党”，抓好理论武装、意识形态，激

励担当作为、优化队伍结构、坚持人

才强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推动“党组织作用发挥”制度化具体

化。要以从严管党治党为抓手，勇于

斗争显本色，以抓铁有痕的力度落实

两个责任，以驰而不息的干劲加强作

风建设，全周期管理一体化推进“三

不腐”。要以党建责任体系为根本，

狠抓落实增效能，各职能部门要厘清

各自抓好国企党建工作的具体责任，

明晰工作任务，形成整体合力，坚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进完善考核评

价机制，使党的建设工作由软指标变

为硬约束，推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全

面加强、全面进步。

谭真要求，要压实主体责任，全

面加强国企党的建设，加强党性教

育，强化实践历练，锻造一支能担重

任、能扛重责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

坚持问题导向，切实筑牢廉洁从业防

线，紧盯关键领域、重点环节，持续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要勇

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国企改革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在海

安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为全力打造上海卫

星县城夯实基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钱旭东解读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资工委、商贸物流园党工委、

开发区纪工委、瑞海集团党委作了交流发言。

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
桑蚕产业技术服务
共同体在海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俐君 通讯员 张宇） 9月

24日，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桑蚕产业技术服务

共同体启动大会暨桑蚕产业新成果新技术对接

交流会召开，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农村科技服务中

心高级研究员、主任高凯，南通市科技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季晓雷，海安市委副书记张浩，副市

长、市科技镇长团团长马小飞参加会议。

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是江苏在全国率先

探索建立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模式。自

2010年试点运行至今，全国已建成科技超市 522
家，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条全覆盖，江苏省内县级

市区域全覆盖。科技超市模式在科技扶贫助力

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疆、青海、贵州、

江西等省份，转化应用农业科技新成果千项，辐

射带动农户过万户。

高凯介绍了桑蚕产业技术服务共同体建设

背景及要求。他要求，新发展阶段，科技超市要

将工作重点聚焦在产业振兴上，由纵向布点科技

超市向横向整合科技超市主导产业发展，提升服

务质量，丰富服务内涵。他表示，科技超市总店

将大力支持各家共同体开展产业创新，壮大江苏

省科技超市共同体体系，促进农业科技与产业、

市场的深度交融和创新资源的深度配置，为乡村

振兴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张浩表示，海安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以

蚕业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

推动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将全力支持产业技

术服务共同体建设，努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

障、舒适安心的配套环境、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

会上，鑫缘茧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了桑蚕产业技术服务共同体年度工作计划；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专家进行了桑蚕

产业新成果新技术宣讲推介。

本报讯（记者 顾爱东） 9月23日，

市委书记于立忠带领应急管理局、卫健

委、消防救援大队、商务局、市场监管局、

城管局、公安局、文广旅局等部门负责人

现场检查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市

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张勇华，副

市长周平参加活动。

于立忠一行实地检查了寻鹿电竞、

樽宴、万达广场、新通海大市场、海安火

车站、安缇蔓酒店等处，通过翻阅台账、

现场走访、听取情况介绍等方式，详细了

解了我市重点场所从业人员应检尽检、

场所码登记、外来人员落地检、消防设施

配备、工地安全等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

工作落实情况。

在万达广场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时，于立忠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仍然

严峻，尤其是国庆节即将来临，商超人流

量激增，绝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紧绷

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之弦，切实筑牢安全

生产底线。要严格落实人员进门测温、

扫场所码等防控措施，提醒顾客佩戴口

罩，强化场所通风消毒，营造安全、卫生

的购物环境。

在海安火车站，于立忠仔细查看了

出站口、旅客分流区域等重点部位，详细

了解了火车站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流

程、来（返）海人员分类管理等情况。他

指出，火车站是“外防输入”的重要阵

地，务必严防死守，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确保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能

衔接流畅、安全有序。要抓好来海人员

的“落地检”，切实发挥火车站“前哨”预

警作用，同时，制订详细的应急预案，加

强火车站与属地、部门联动，提高疫情应

急处置能力。

在安缇蔓酒店，于立忠仔细询问了

酒店客流量、入住人员构成以及常态

化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他指出，宾

馆酒店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点位，随着

国庆长假来临，客流量将有所增加，疫

情防控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宾馆酒

店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把好入住人员

登记查验关口，并加强与属地社区对接，

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类风险人员“应

管尽管”。

检查过程中，于立忠要求，全市上下

在抓好重点领域疫情防控的同时，对安

全生产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紧盯重

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防范化解

各类安全风险。对事故易发多发领域，

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整治措施，加强监

督管理，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

发生。

于立忠现场检查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

织密防控网 守住安全线

于立忠在第三期“海陵大学堂”上强调，坚持从严从紧、为民宗旨、经济发展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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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2021年7月—2022年6月
海安市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规范化考评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海安市招标代理机构规范化考评管理办法》（海行审发〔2021〕15号）的考评标准，现将2021年7月—2022年6月海安市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机构综合评价结果予以公布。

海安市行政审批局
2022年9月5日

二、投标人怎么做？
投标人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

业标准规范，依法诚信参加投标，自觉维护

公平竞争秩序。不得通过受让、租借或者挂

靠资质投标；不得伪造、变造资质、资格证

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提供虚假业绩、奖

项、项目负责人等材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

虚作假投标；不得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

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不得与评标委员会

成员私下接触，或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

构、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评标委员会成

员、行政监督部门人员等行贿谋取中标；不

得恶意提出异议、投诉或者举报，干扰正常

招标投标活动。中标人不得无正当理由不

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

提出附加条件，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

约保证金或履约保函，或者将中标项目转

包、违法分包。

具体内容详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

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

规规〔2022〕1117号）

（上接9月23日8版）

海安市电子信息产业园开发
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征求

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对《海安市电子信息

产业园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征求

意见稿公示，公示内容及联系方式详见（http://
www.haian.gov.cn/hasgxq/gggs/gggs.html），可 登

录查阅环评报告，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众可

以通过邮件、电话、信件、填写意见表等方式反

馈意见。

公示单位：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海安县蓝玫瑰餐饮娱乐中心遗失海公

消检字【2009】第 0009号《消防安全检查意

见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安恒正骨科医院
诊疗科目：骨科、内科、外科、妇科、康复

医学科、中医科、康复科、重症医学科、急诊

科、麻醉科、检验科、放射科等

地址：海安市城东镇高庄路98号
联系电话：81805219 81805281

招 聘
南通春雨物业管理集团公司、南通春

雨保安服务公司、南通春雨人力资源公司

因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收，50岁以内，

男女不限，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相貌

端正，政治品质好的合同制保安员、物管从

业、企业员工，待遇面议。

公司地址：海安市长江东路 17号（海

安 市 人 社 局 对 面 ），联 系 电 话 ：

15371929088，17368650555。

海安市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市属

国有企业、省二级保安服务公司、江苏省保

安协会理事单位、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单位，公司下设海安市海陵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海安市海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安海保智能安防工程有限公司、海安市

风和商贸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门卫守护、武装押运、技术

防范、汽车检测、劳务派遣、金库托管、现金

清分等业务。因业务部人防大队发展需

要，现面向社会常年招收：驻行政事业、企

业、金融单位保安，监控等岗位保安员。

另：子公司招电工、网络智能维护人员
二名 地址：江海东路 12 号 报名电话：
18962788589

阳光交易 至诚服务

备注：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授权发布，详情请登录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nantong.gov.cn，具体信息以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信息为准。
咨询电话：工程建设项目：0513-81819563; 政府采购项目：0513-81819585 监督电话：0513-81819509、0513-81819515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标信息公告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采购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