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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闭幕
严崇明当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万平当选区人民政府区长
新当选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崇
明、区人民政府区长杨万平分别在大
会上作表态讲话。
严崇明说，大会依法选举产生了
崇川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并选举我担任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衷心感谢各位代表的充分信任和
大力支持，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始终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夙夜在公、只争朝
夕，
奋力书写人大新担当、着力彰显人
大新作为，努力向全区人民和全体代
表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新一届人大常
委会将始终坚守一心向党的忠诚之
魂，
始终扛好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始
终践行人民至上的永恒初心，始终彰
显清正廉洁的鲜明底色，在区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历届人大打下的坚实基
础上，团结带领全体人大代表和各有
关方面，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为
“提升
首位度、全省争进位，
高水平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崇川”
扛起光荣使命、汇
聚磅礴力量、谱写崭新篇章，
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杨万平动情地说，连续多年生活
在崇川，对濠河、古镇、街巷一直魂牵
梦绕、珍藏于心。区划变更后，
重新回
归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今天又踏上
了新的征程，倍感使命光荣、责重千
钧。这次大会选举我担任区人民政府
区长，我深知，每一张选票的背后，都
饱含着各位代表的高度信任，凝聚着
118 万崇川人民的深情重托。他表
示，接过历史“接力棒”、走进时代“大
考场”，既是幸运，更是责任。我们一
定牢记初心使命，
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领导下，
紧紧依靠全区干部群众，
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攻坚克难、赓续奋
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崇川作
出更大贡献。奋进新征程、跑好接力
赛，
我们必将以忠诚浇铸政治之魂，
以
铁肩勇担发展之责，以初心厚植民生
之本，
以勤廉涵养清正之风，
不负信任
和重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恪尽职
守、夙夜在公，全力以赴干好每一天、
做好每件事，
把崇川建设得更加美好，
交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合格答卷。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成城

13 日，家住虹桥街道虹桥新村的湘
妹子周君给社区留通过年的湖南朋友做
了一顿丰盛的“湘菜新年套餐”
。大家表
示，
在南通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即使回
不了家也不遗憾。
杨千一

昨天，秦灶街道民安花苑社区开展
“相约冰雪 面向未来”
助残活动，志愿者
与社区
“创翼微家”
项目的残疾女性一同
制作黏土花束。
赵婷婷

13 日，天生港镇街道新闸村联合九
圩港船闸运行中心,向停靠在航道内货
船上的船民开展烟花爆竹禁放宣传，
从源
头上做好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葛锋

扫二维码看现场视频
扫二维码看大会公告

晚报讯 昨天上午，崇川区第二届
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黄镇等34 人当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完成大会
选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预定的各项议程后，在南通国际会议
委员。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崇川区出席
中心胜利闭幕。
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号召，全区上下要紧密团结
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对当选的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志表示祝贺。
围，在中共崇川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认
大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真贯彻落实“提升首位度，全省争进
了崇川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
位，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崇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
川”
目标定位，同心同德，
开拓进取，奋
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力拼搏，为南通打造全省重要增长极
根据《江苏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
扛起主城担当。
办法》，新当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区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新产生的区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
胡拥军出席大会并讲话。
组成人员在全体代表的监誓下，进行
大会选举严崇明为崇川区人大常
了庄严的宪法宣誓。
委会主任，杨万平为崇川区人民政府
胡拥军代表中共崇川区委向大会
区长。
的圆满召开、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
大会执行主席是（按姓名笔画为
烈的祝贺。他说，区二届人大一次会
序）：马立兵、王学平、毛喆、田桦、冯
议，在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
斌、朱萍、江建春、严崇明、沙丽萍、张
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即将胜利
华、陈中锋、金吉林、胡拥军、俞建伟、
闭幕。此次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
顾建华、徐海燕、蒋曦。大会由主席团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
常务主席陈中锋主持。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大会选举期间，市委组织部换届
会精神，
是一次民主团结、务实高效的
风气督查组组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大会，
一次集思广益、
凝聚共识的大会，
市委
“两新”
工委书记陈鹏军和市委组
也是一次振奋精神、
鼓舞斗志的大会。
织部换届风气督查组副组长，市委市
胡拥军说，回首 2021 年，我们隆
级机关工委副书记、二级调研员谢丽
重庆祝了党的百年华诞，见证了小康
霞以及王卫华、韩涛、许龙强等五名同
千年梦圆，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志进行全程监督指导。
目标进军新征程，迈开了社会主义现
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代化新崇川建设新步伐，
实现了
“十四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不是主席团成
五”
良好开局。这是鼓舞人心的一年，
员的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区政协领
我们锚定目标、铿锵前行，
迈入了创新
导班子成员、崇川开发区、港闸开发
发展的
“快速路”
。这是温暖人心的一
区、市北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年，我们担当作为、勇毅前行，蹚出了
大会应到代表 379 名，出席代表
人民群众的
“幸福路”
。这是凝聚人心
370 名，符合法定人数。
的一年，我们步调一致、携手前行，走
大会宣布了区政府 2022 年度重
实了众志成城的
“同心路”
。
点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以举手表
胡拥军指出，
区委二届二次全会，
决的方式，通过了崇川区第二届人民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最新要求，作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报告、
出了聚力
“四个年”
、提升首位度，
为南
关于崇川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通打造全省重要增长极扛起主城担当
议、关于崇川区 2021 年国民经济社会
的工作部署。本次大会进一步细化了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2 年国民经
今后五年，
特别是今年的目标任务、
落实
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崇川区
举措。新的一年，
要以实干扛起主城担
2021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
当，
把区委全会精神落实好，
把政府工作
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崇川区人大常
报告和其他报告、决议执行好，
一点一
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崇川区人
滴、一桩一件将蓝图变成现实，
努力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崇川区
118万崇川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胡拥军强调，
以实干扛起担当，
必
昨天上午 8 时 30 分，崇川区第二
须提高站位坚定干。坚定政治立场，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
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体会议开始。会议按照大会选举办法
政治执行力，
自觉捍卫
“两个确立”
，
坚
的规定和法定程序进行投票选举。计
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扛起担
票结束后，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六次会
当，必须争当先锋加油干。紧扣中心
议，听取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情况
大局，找准依法履职的切入点、结合
的报告，确认选举结果有效。
点，做到行使职权从大局着眼、开展监
大会宣读了计票结果，宣布了各
督 向 大 局 聚 焦、组 织 代 表 为 大 局 助
项选举当选人名单。
力。以实干扛起担当，必须依靠群众
严崇明当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同心干。主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
田桦、冯斌、金吉林、王学平、俞建伟、
众、倾听群众呼声，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
马立兵当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 “一头连着党委政府，
一头连着基层群
万平当选区人民政府区长，谢小兵、成
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民生问题优
媛媛、周卫平、徐炜、高栋梁、张文锦、
先解决、民生工程加快实施、惠民政策
胡 永 宁、崔 勇 当 选 区 人 民 政 府 副 区
全面落实。以实干扛起担当，必须改
长。施畅当选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陆
进作风务实干。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燕红当选区人民法院院长。孙亚当选
准确把握新时代人大工作的特点和规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根据组织法
律，始终把加强作风建设、增强履职能
相关规定，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力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常抓不懈。

昨天，任港街道南通港社区综治办、
工会联合挂钩律师志愿者、社区法律明
白人及网格员来到中铁建筑工地,开展
送法律援助专项活动。
吴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