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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行业是城市文明形象
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市场管理
的重点难点之一。县扶海青年创
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海华是
今年新当选的政协委员，今年，他
和同为县政协委员的施沈娟，共
同提出了《加强全县小餐饮排污
监管力度 实现城市“绿水青山”
之美》的提案，希望通过改造提升
小餐饮，提升城市面貌。

今年，顾海华和施沈娟通过
实地调研、走街串户，发现县城部
分老街道商圈里的小餐饮商户存

在排污管道堵塞导致油污外溢，
影响路人安全，破坏文明城市形
象的问题，还有部分小餐饮缺少
油烟净化器，离小区太近，排烟、
噪声不达标，对附近居民生活造
成了影响。“有一些老小区的管网
建设比较落后，即便是后期做了
一部分的调整，但是仍然不能满
足现有居民生活用水的排污需
求，如果再加上商户的排放，那就
远远超出了现有管网的负荷能
力。”

针对当前的这些问题，顾海

华希望可以对现有小餐饮户的持
证及排污情况梳理排查，对有问
题的商户逐一督导整改。这期间
可以推荐专业施工服务单位对接
商户，确保改造标准化。

顾海华希望今后可以和相关
政府部门会商解决现有的排污难
题，例如老小区主管网改造，尝试
打造小餐饮、外卖餐饮示范城
（区），实现商户“拎包入住”，统一
监管，排污标准统一规划，树立文
明城市建设服务新品牌。“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外卖行业也蒸蒸日

上，催生了很多没有堂食的外卖
店，只做外卖。所以我们在思考
是不是可以划出一个区域，专门
打造一座外卖商家城，集中做外
卖，由政府统一监管，这样可以统
一安装管道排污，对油烟进行统
一排放。”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将深入
一线，倾听群众的心声和想法，把
他们的意见及时地反馈上来。”作
为一名政协委员，顾海华表示今后
将继续关注民生，当好政府与群众
之间的“连心桥”。

加强小餐饮排污监管力度 实现城市“绿水青山”之美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高玉霞

新当选的县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简历

南通东苴建筑公司总经理任
先军是一名企业界人大代表，两会
期间他就如何促进全县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居民小区规范化管
理，提高贫困家庭收入等方面带来
了相关建议。

建筑业是我县的传统支柱产
业之一，在扩大劳动就业、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建设、推动
如东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与其他县市相比，我
县建筑业存在总体规模偏小，特
级和一级企业数量偏少的问题。

任先军认为，当前，面对复杂的经
济形势和建筑业激烈的市场竞
争，各建筑企业主体发展差异明
显，企业的盈利能力、业务结构、
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差距
较大，因此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
战。只有促进建筑业企业高质量
发展，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才
能更好地发挥建筑业在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今年两会，任先军带来了“关
于进一步鼓励扶持建筑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建议进一步培

育龙头企业，扶优扶强，围绕龙头
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促使龙头
企业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带动全
县建筑业更好更快发展。同时，强
化人才强企战略，为企业输入更多
的管理、技能型人才，促使企业人
才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机构、专
业层次进一步优化。

此外，任先军还十分关注居民
小区业主委员会建设，他认为，由
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推动，部分无
物业居民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的
难度较大，小区中的矛盾冲突和利

益纠葛不能通过制度规范来调解，
业主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把积怨
都归集到政府层面，严重影响了小
区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他建议
在条件成熟的小区，政府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采取切实措
施，指导组织业主成立业主委员
会，实现业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同时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调动居
民参与小区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
增强居民凝聚力，提高小区管理水
平，增强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履行代表责任 关心如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王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予钦 周颖
石）昨天下午，出席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县人大代表，在各
代表团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及“两院”工作
报告。

审议中，代表们对县人大常委会过去一
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报告实事求是
地总结了2021年的工作，2022年工作目标
切实可行，充分体现了人大监督职能和人大
工作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代
表们还认真审议了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对“两院”服务我县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代表们讨论关于开展人大代表“践行
双聚双高、助力乡村振兴”主题实践活动
的实施意见，传达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精
神，提名、酝酿候选人。

代表们表示，将自觉按照报告要求，
把准政治方向，立足自身岗位，把大会精
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积极依法履职，
全力推动如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姜宁
惠）昨天下午，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会
议。会议由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

员、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翟建华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和财政预算的审查结果报告（草案），决定
将该草案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表决。

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代表团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陆和煦 王洪）
昨天下午，如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大
会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徐鸿斌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关于代

表议案和建议的情况汇报。截止 13日上
午 11时，大会收到代表议案和建议、批
评、意见共 359件。会议决定将《关于如
东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案的审查报告（草案）》提交大会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

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

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

蒋树建，男，汉族，1972年1月生，
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如东
县委委员，县政协主席、党组书
记。

陆茵，女，汉族，1967年 2月生，

大学，现任如东县政协副主席，三级

调研员。

江新泉，男，汉族，1965年10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如东县政协

副主席、党组成员。

张光平，男，汉族，1967年4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中共如东县委
委员，如东县政协副主席，南通外向
型农业综合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周洪，男，汉族，1975年5月生，

大学，民盟盟员，现任如东县政协

副主席。

张恺，男，汉族，1966年6月生，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如东县政协
党组成员、秘书长，县政协机关党
组副书记，四级调研员。

蒋树建同志简历 陆茵同志简历 江新泉同志简历 张光平同志简历 周洪同志简历 张恺同志简历

华丰医院陈晓明遗失《江苏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号：
A0053139、A0104654、A0104655、A2019344、A2019394、A2019395、
S0296164、S0229351、S0229490—S0229500 申 明 作 废 ；票 号 ：
0002019315—0002019318申明遗失。

（上紧接第一版）大会报告关于今后五年
和 2022年工作的建议，思路清晰、重点突
出、要求明确，县政协常委会要认真组织
实施。

会议要求，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忠诚捍卫

“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加强“四
史”和人民政协史学习教育，不断增进“四
个认同”。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民政
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政协工作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聚焦党政中心工作，精准调研协
商，有效建言资政，务实开展监督，以更大
力度助推创新发展，不断提升专门协商机
构的制度效能。认真落实县委《关于推进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常态长效的
意见》，确保我县协商议事工作始终走在
省市前列。

会议指出，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也是全面落实省市县党代会精神的
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事关全局、意义重
大。要围绕县委提出的“两个转变”“四个
提升”“三强三新”目标要求以及2022年重
点开展的“六个年”活动，结合政协工作实
际，组织好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和视察调研
活动，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政协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
督，支持政协开展活动，认真办理政协提
案，共同推动我县政协事业再上新台阶。

会议号召，全县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
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在中共如东县委坚强领导下，踔厉奋
发、勇毅笃行，不断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
局面，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如东现代
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如东县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上紧接第一版）充分发挥各级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引导
统战对象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
向、同心同行，积极构建大统战工
作格局。

陈慧宇强调，各级党委（党组）
要肩上担责，着力推进新时代党建
工作全面过硬。要坚决落实责任，
时刻保持“在线”的状态，有效避免
管党治党“上热、中温、下冷”的现

象。要聚焦问题整改，对于存在的
问题，要有整改、有落实、有反馈，
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成为常态。要强化整体联动，各担
其责，责任到岗、落实到人，同时，
深入总结梳理有效做法，形成制度
规范，不断提升科学管党治党水
平。要严肃督查问责，健全完善有
效的奖惩体系，强化对党建考核结
果的运用，动真碰硬问责追责，形

成强大的震慑力、督促力。
市委党史办主任姜荣芳、市

委组织部组织一处施介辰与会指
导。姜荣芳在讲话时充分肯定了
我县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要求
我县各级党组织始终把政治建设
贯穿党的建设全领域、各方面，提
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信仰、提高
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扛稳扛
牢抓基层党建工作的政治责任，

从自身抓起、从日常抓起、从问题
抓起，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承担
主流责任、发挥主流作用；统筹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坚
持基础工作抓规范、重点工作抓
深化、特色工作抓创新、整体工作
抓提升，真正把党的组织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智力优势。

县委常委，县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

心中有责 身上履责 肩上担责
以高质量党建领航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紧接第一版）对如东教育从基
本均衡向优质均衡、传统管理向智
慧管理的转变感到由衷高兴。“作
为教育类的人大代表，我将在培根
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
实现新作为，用良好的师德和业绩
应答学生的尊重和问候，努力践行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育人理
念，为建设有竞争力、有影响力、有
魅力的学校而贡献力量。”赵东燕
说。

近年来，我县统筹推进乡村
振兴，聚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三农”工作成效显著。在如
东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代表们兴致勃勃地了解参观
了示范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
特色，县人大代表缪剑是一位扎
根基层多年的村干部，示范园的

发展让她感受颇深，“这里的发展
给我们一个启示，村居要发展就
要走特色化道路，未来我也要发
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将一批优质
项目、特色项目带到村里，带动百
姓致富。”

“跨江出海、交通先行”。在
平坦宽阔的海启高速公路上，代
表们听取了全县交通事业发展
情况，近年来，我县聚焦交通运
输综合体系建设，基本实现“交
通更快速、服务更贴心、保障更
有力”目标。代表们对逐步完善
的路网建设、亮点纷呈的精品工
程、稳步提升的民生保障信心满
满。

栟茶古镇是嵌在扶海大地
上的一颗明珠。为发挥古镇的
文旅效益，2019年古镇的开发修

缮工作正式启动，目前古镇的中
市街已经初步完成景观打造、业
态规划、招商洽谈、运营等多项
工作，于去年国庆期间先行开
街。代表们走在古镇街头，或三
五拍照或驻足观赏，感受小镇的
悠悠古韵。

沿着国道 328临海公路一路
东进，小洋口、刘埠渔港、洋口港
等临海片区的发展让代表们倍感
欣喜，沿海开发建设全域推进、绿
色能源发展全国示范……展现了
我县向海发展的成效、信心、机遇
和决心。“今天通过一路观摩，我
深深感受到如东在产业发展、乡
村建设、重大项目等方面取得了
阶段性的显著成效。作为连任的
县人大代表，我不但感到高兴和
自豪，更觉得是重任在肩。”县人

大代表、如东海关副关长侯晋表
示，未来将结合海关工作与如东
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积极推动
以风电、LNG等新能源产业为龙
头拉动向海图强高质量发展，创
新推进洋口港腾飞，为擘画如东

“一枢纽五城市”的壮美画卷贡献
力量。

一路豪情、一路信心，代表对
如东的发展倍感自豪、倍感振
奋。大家纷纷表示，新的起点上
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更
加充沛的热情、更加高昂的斗志、
更加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加快
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
起的进程。

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常务主席徐鸿斌、刘旭峰、罗晓
东、赵尊兵参加视察。

踔厉奋发结硕果 笃行不怠迈新程

（上紧接第一版）内容涵盖专精特新“小巨人”
培育、重大项目推进、中小微企业扶持、行政
执法辅助人员管理、乡村旅游推动、传统文
化挖掘、“双减”落地生效、食品安全监管、乡
村振兴、水环境改善等方面。

大会提案组负责人介绍，这次大会，
委员围绕事关全县发展的综合性、全局

性、前瞻性问题，聚焦教育、医疗、养老、交
通、城市管理、生态环保等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民生实事，充分彰显了心系民生、
履职为民的责任担当，提出的建议科学
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各类提案选题
准、接地气、有实招，提案质量再上新台
阶。

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收到提案126件

遗失
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