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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30日上午，全市市镇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在市党教中心召
开，全面部署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市委书记李玲强调，要按照中央和
省市委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满完成市
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顾云峰主持会议。市领导彭晓红、崔晓
勇、郭建、石光辉、潘国红、黄松涛、陆圣华
等参加会议。

根据上级统一部署，从今年9月到明
年1月，我市将开展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市镇两级新一届人大代表在
2021年12月20日前选出。市镇两级新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2022年1
月20日前召开，依法选举产生市镇两级
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并依法选举产生南通

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李玲指出，此次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的关键节点进行的，是全市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市镇人大换届选
举，是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是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动实
践，是谱写“强富美高”新启东现代化篇章
的现实需要。全市上下要从政治和全局的
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次市镇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顺利完
成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李玲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正
确方向。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政

治思想、组织人事、换届秩序、宣传舆论等
各项保障措施上，贯穿于换届选举工作始
终。要把握关键重点，选准选好代表。严格
把握代表人选标准，突出政治合格“第一
标准”，严格落实“九个一律”不得提名推
荐要求；着力优化代表人选结构，适当
增加基层人大代表的数量；切实选优配
强领导班子，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任人唯贤，坚持老中青相结合的梯
次配备，不断优化领导班子的知识和专
业结构。要严明纪律规矩，确保风清气
正。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认真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加强换届风
气监督的精神和“十严禁”纪律要求，健全
监督网络，严肃处理换届选举中的违纪违
法行为。要狠抓责任落实，凝聚各方合力。
市人大常委会要注重收集情况、研究问

题、提出建议，加强面上的指导和协调，做
好换届选举业务培训；各区镇、街道人大
要切实担负起主持、组织和指导换届选举
工作的职责；组织部门要在考察、提名、推
荐、选举等工作中发挥好职能作用；纪检
监察机关要开展精准监督检查，从严履行
监督职责；宣传部门要加强舆论引导，特
别要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工作主动权；政
法、统战等部门要加强对接协调，确保政
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卫健等部门要把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到换届选举工
作的全过程、各环节。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顾云峰，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晓红，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崔晓勇分别就市镇两级人大换
届选举的相关工作作具体部署。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丁路健 姜新春）

融媒体记者 李欣怡 王泉 周凡

家宴订餐、商超购物、景区游览……
国庆黄金周开启，我市消费市场渐渐摆脱
疫情的冲击，再次迎来一波热浪，“吃、喝、
玩、乐”模式折射出巨大消费潜力。

家宴订餐一桌难求
餐饮店内座无虚席，包厢预订火爆，

饮品店前排起长龙，美食街摩肩接踵……
今年国庆假期，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开始
呼朋唤友、“拖家带口”地聚餐，接触型消
费加快回升，餐饮消费加快恢复。

“10月 1日至 3日，店内上座率达
100%，包厢预定需提前2天，这两天临时
来聚餐的顾客通常要等上一阵，一些食客
由于没有提前预定，只能失望而归，另觅餐
馆。”市区某大酒店的负责人俞海红忙得脚
不沾地，却依旧笑容满面，她告诉记者，之
前受疫情影响，酒店的营业额不理想，随着

十一黄金周的来临，营业额翻了好几番。
启东家常海鲜味道，成为黄金周“爆

款”。据俞海红介绍，黄金周以来，酒店内
市民家宴、朋友聚会占八九成，油浸带
鱼、铁板文蛤、清蒸梭子蟹等启东特色招
牌菜成为“必点菜”，销售红火。为迎接国
庆黄金周的到来，在做好疫情日常防控
的同时，酒店全力做好节日期间餐饮消
费保供工作，加大热门菜、限量菜所需食
材的备货和预订，同时还推出了适合家

庭朋友聚餐食用的特色菜品。
在启东吾悦、文峰、凤凰荟等三个大

型购物商场内，几家网红餐饮店持续排
队翻台，市民餐饮消费热情高涨。

商超购物火热升温
每年的十一黄金周，都是消费的旺

季，市区各大超市商场也迎来客流高峰。
国庆节期间，我市部分商家的人气和销售
额都创下新高，出门逛商场成为不少市民
的度假首选。

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朱俊俊 陈天灵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我市街头
到处洋溢着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不少
市民忙着旅游、探亲、逛街。但在不少岗
位上，依然有很多默默奉献的身影，他们
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确保市民欢度祥和
平安的假期。

重点工程抓紧赶工不误时
10月3日晚，通州湾吕四起步港区

“2+2”码头B标段，30多名工人在夜色
下对11#泊位进行面层浇筑，随着8#、
9#、10#泊位的相继完工，11#泊位完成
施工后将标志着“2+2”码头主体工程基
本完工，“2+2”码头工程将进入附属设
施安装和验收阶段。

由中交四航局承建的吕四起步港区
“2+2”码头B标段建设内容包括两个
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岸线长556
米，宽42米，码头与陆域由3座长24
米引桥相连接。今年国庆期间，B标段
项目部一线施工人员基本放弃休假，
连夜赶工，争取早日完成11#泊位的面
层浇筑施工，为年底顺利开港奠定坚实

基础。
B 标段项目党组织书记梅刘军介

绍，由于此次项目施工时间紧、任务
重，为保证项目施工质量，项目选优配
强施工队伍，管理层中具有海外施工经
验人员比例高达80%，自去年正式开工
以来，这些项目施工人员几乎全都

“扎”在吕四，

本报讯 9 月 30 日上
午，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
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深切缅
怀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而壮烈牺牲的
烈士。

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
庄严肃穆。纪念广场中央，革
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李
玲、杨中坚、顾云峰、孙建忠、
邵茂华、龚心明等市四套班
子领导，市法院、市检察院主
要负责同志，市人武部班子
成员，有关单位和各区镇（街
道）机关干部、驻启部队官
兵、军队离退休老战士、退役
英模和英烈属、退役军人、老
干部代表，以及少先队员、学
校师生代表等来到烈士陵
园，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

公祭活动由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中坚主持。7时50
分，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
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市委副书记龚心明向
烈属颁发烈士光荣证。随后，
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少先
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表达他们继承革命
传统、当好接班人的远大志
向。礼兵托起由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人民武
装部队、各人民团体、各界群
众敬献的花篮，正步走向烈
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
念碑基座前，花篮的缎带上
写着“烈士永垂不朽”。市委
书记李玲缓缓走上前，仔细
整理花篮缎带。最后，全体人
员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革
命烈士纪念馆。

启东有着光荣的革命历
史，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和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勇的
启东人民经受了国内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
国以后众多革命风云的严峻
考验，先后有3300多位革命
烈士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献出了
自己宝贵的生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朱碧石 潘杨）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开馆
试运行

国庆假期共接待
市民1.5万人次

本报讯 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也是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开馆试运行第二日, 2000多名市民来到
这里打卡。

上午9点，在图书馆门口，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依次入馆，还有一些小朋友结伴而来，高高兴兴地
走进少儿图书馆。

启东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位于新城区蝶湖公园
旁文体中心内，今年9月30日试运行。该馆建筑面
积7000多平方米，阅览坐席近1500个，是一个极
具设计感、空间感的现代化公共文化空间。馆舍分
布四层，功能以少儿借阅和活动体验为主，辅以成
人借阅、数字体验、阅读交流、会议研讨等。

在二楼儿童借阅区，书架上摆满了儿童启蒙读
物、科普读物、儿童图书和绘本等各种书籍，孩子们
在挑选自己喜欢的阅本，也有一些小朋友三五成群
坐在一起，一边看书，一边讨论，气氛很是活跃。在
一个角落里，市民吴健正在陪着孩子一起阅读，他
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国庆节也不能到处走，这个新
开的图书馆就成了香饽饽。上午，孩子在这里看了
一个多小时的书，孩子很满意，他很欣慰。

相对于儿童借阅区的热闹，成人借阅区就显得
很安静。三楼成人借阅区，桌椅干净整洁、书架排列
整齐、阅读大厅宽敞明亮、环境气派雅致，这是所有
人的一致感受。在这里，有安静看书的老人、埋头学
习的青年……整个成人区安静温馨，空气里洋溢着
淡淡的书香。

除了在图书馆享受阅读的乐趣，读者还可以凭
身份证办理借阅服务，方便、快捷、高效。在一楼大
厅椭圆形服务台前，时不时地有市民前来办理图书
借阅卡。“现在的图书馆比起老馆设施环境更好、书
籍的数量更多，值得打卡。”说起对新馆的感受，市
民袁丽华对馆内环境、硬件、服务赞不绝口。

据悉，国庆期间，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共接待市
民近1.5万人次。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徐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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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
市委书记李玲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圆

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国庆长假，我市超市商场、餐饮娱乐、休闲旅游等行业“火力全开”，假日经
济活力再度释放——

这个“黄金周”，颇具“含金量”

国庆长假，我市各行各业劳动者为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市民生活便利放弃
休假坚持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爱国奉献精神——

坚守是最质朴的表白

9 月 30 日下午，市社会福利中心携
手市广场舞协会在吾悦广场开展“歌唱
祖国，抒我情怀”快闪活动。下午3点整，
随着《我和我的祖国》音乐响起，快闪活
动拉开帷幕。300 多名广场舞爱好者和
自发前来的市民挥动着手中的五星红
旗，用激情洋溢的舞蹈向伟大祖国深情
告白。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姜新春摄

“燃”

（下转第2版）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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