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道办啥实事，代表票选拍板

扎在最基层，当好群众贴心人

昨日上午九点，
市区五一路东侧，市
排水管网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正在附近一
处窨井盖旁安装圆形
防坠网。

据了解，今年主城
区污水窨井盖将加装
1200余个新型防坠网，
材质升级、安全性能更
高。有了这张“安全
网”，今后即便窨井盖丢
失了，行人或者机动车
也能稳稳地从上面通
行，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记者 俞慧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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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阴有雷阵
雨 最低温度 26℃左右 最高温度
31℃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党小组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最
小单元”，也是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
和“毛细血管”。

今年6月，海门区率先在全市探索
“宅上党小组”建设。本月初，海门区
委下发《关于强化党建“五个作用”引
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创新首提

“宅上党小组”建设，明确把党小组建
在宅院上，党旗插在群众家门口，打通
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25日，海门区委召开基层党
建工作现场巡查观摩会，在全区推广

“宅上党小组”工作。

党小组建在宅院上

“邻里的地界纠纷昨天已解决
了，这两天下雨我们要留心村里积水

的地方……”25日一大早，在海门区
三厂街道孝威村第五“宅上党小组”
的活动阵地，两位老党员陈萍和张生
康热烈地讨论着这两天的工作内容。
组长顾学贵认真记录了党员们反映的
问题，仔细梳理好后反馈给村党总
支，并把问题清单写在了民生小事小
黑板上。

和常见的党员活动中心不同，海
门区三厂街道孝威村第五“宅上党小
组”的活动阵地建在该村村民黄少泉
闲置的小院里，处于孝威村中心位置，
服务半径涵盖4个村民小组。经修葺，
这个农家院落焕然一新，大门边橙色
的凌霄花开得热烈，小院里摆满了粉
色的六月兰，屋里悬挂着党旗党徽，摆
放着党报党刊，配备了便民设施。自6
月以来，这里成了18名党员就近参加

党员学习、开展活动、服务群众、化解
矛盾的“微堡垒”。

“让基层党建的基础更扎实，为乡
村振兴提供保障，这是我们探索的初
衷。”海门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两
新”工委书记范燕燕介绍，在党建网格
与治理网格全面并网融合的基础上，
海门组织部门进一步划小服务和治理
单元，延伸基层党建触角，把党小组选
址在农民集居的宅院上。选择孝威村
和颐生村先行试点，突出“宅”的村落
特色、“党”的教育引领、“小”的空间利
用和“组”的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宅上
党小组”带动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让老百姓随时能看到党的组织在哪
里，听到党的声音是什么，有话可以找
党说，有事可以找党办，有难可以找党
帮，在增强获得感和信任感中强化跟
党走的坚定与自觉。”

据悉，海门区已因地制宜设置“宅
上党小组”2500多个，每个党小组覆盖
2~3个村民小组，平均服务联系100户
左右的农户。在党小组组长家中或“党
建小场心”等室外区域设置活动阵地
2600余个，进一步夯实基层党建基础。

责任扛在肩膀上

“各位同志，今天我来领学一下中
国共产党简史的部分内容……”25日
下午，在常乐镇颐生村第二“宅上党小
组”活动室内，老党员袁友祖和13名
党员一起完成了本周的集中党史学
习，并重温了党小组五项任务和党员
作用发挥六条措施。穿过开满鲜花的
木栈道，褐色的“聊聊吧”驿站映入眼
帘，第二“宅上党小组”的党员和村干
部们就村级事务进行了沟通交流。

近年来，颐生村发展的步伐不断
加快，先后落地了3000亩高标准农
田、张謇故里小镇、颐生酒厂二期等项
目。该村既处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期，
也处于问题矛盾突出的关键期。

（下转A2版）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乡镇撤销改
设为街道。然而，街道没有自身人大代
表，缺乏民意表达的实现形式。如何构
建一种既符合法治精神，又能集中各
方民意、发挥监督作用的组织形式？

崇川区在全市率先完成街道选民
代表议政会议制度全覆盖，为全市纵
深推进街道选民代表议政会议制度工
作提供了样板。

“从基层探索实际看，街道选民代
表议政会议制度探索了基层民主实践

‘新路径’、填补了街道人大监督‘空白

点’、开启了社情民意收集‘直通车’。”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曹金海说。

民主“获得感”，一次次被体验

永和佳园的人防工程变身为地下
车库；曙光村废弃垃圾中转站，改成了
公厕和居民活动场所……

“群众的事群众议，这些‘金点子’
都是街道的基层代表提出来的。”

永兴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周飞说，
街道选民代表议政会议，说白了，就是
搭建平台，实现“百姓事，让百姓议”。

永兴街道由原来的永兴乡、芦泾
乡撤并而成。

2020年，永兴街道召开选民代表
议政会。50名代表中，有22名是街道

辖区各级人大代表，还有28名选民代
表。其中，“选民代表由社区、企业民
主推荐，街道人大工委、组织等部门把
关，确保每一位选民代表素质过硬、热
心公益。”

街道在每年年中、年末举行两次选
民代表议政会，小到小区垃圾清运，大
到公共设施建设，不仅听取街道工作报
告，还把群众的声音带上来、传上去。

“我们街道选民代表议政会议提
出的建议，还被省人大采纳了！”

一位来自企业的代表提出，南通
市两个职能部门在审批时，执行各
自的省级绿化率标准，而两个标准存
在矛盾，使得一些工业项目在街道落
地难。

街道人大工委在调查研究后，提

出“关于统一绿地率标准的建议”，通
过辖区的省、市人大代表带上省、市

“两会”，成为人大代表建议，并得到相
关部门对该问题的答复。省里出台的
相关文件也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

“民主也是有获得感的，上级人
大尊重我们提出的意见，采纳有价值
的意见，就是最好的获得感证明。”
周飞说。 （下转A8版）

本报讯（通讯员郑榭轩）24
日，按照全国政协部署和省委要
求，省市县政协联动举办“学习

‘七一’重要讲话，走好新的赶考
之路”委员视频学习交流会，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走向深入，进一步激发奋斗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
会议采取视频连线方式进行，省
政协设主会场，部分设区市政协
设分会场。省政协主席黄莉新主
持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在
南通分会场参加会议。

黄莉新说，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把握大势，是闪耀马
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光辉文献；
视野宏阔，是贯通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程的恢宏史诗；豪情满
怀，是百年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
政治宣言；继往开来，是推进现代
化建设开创复兴伟业的行动纲
领，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
说服力、心灵震撼力，对我们在新
的赶考之路上奋勇前行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黄莉新充分肯定全省各级政
协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取得的成效。她说，要把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当前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党
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在持续
深入、突出特色、结合实际上下功
夫，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要高举思想旗帜，更加自觉
做到“两个维护”；聚焦省委、省政
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政协“重要
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
坚持团结民主，扎实推进专门协
商机构建设；践行履职为民，更好
联系服务界别群众；强化责任担
当，展现时代风采争取更大光荣；
发挥政协优势，助力常态化疫情
防控，为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新使命、谱写“强富
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共
产党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实事求是是我们永远的思想路
线”……25日起，由市委宣传部精心制作的《学党史 开新局·
青年名嘴悟思想》理论宣讲视频集开始在“学习强国”全国平
台播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青年名嘴”，用年轻人的视角和
表达方式，分享了学习百年党史的深刻感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从党的百年伟大历
程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市委宣传部紧紧围绕“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总要求，遴选15位青年理
论宣讲名嘴，以“学党史、开新局”为主题，从15个方面深刻感
悟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蕴含的思想伟力，精心制作了《学党
史 开新局·青年名嘴悟思想》理论宣讲视频集。

该视频集共15集，每集8分钟左右，着力通过小切口、微
镜头，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不
断引向深入提供帮助。该视频集是我市继《新思想·名嘴说》
之后的又一个理论宣讲的短视频力作，充分展示了我市党史
学习教育和打造理论宣讲高地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学党史 开新局·青年名嘴悟思想》理论宣讲视
频集还将在南通发布等平台播出，展现光辉历程、坚定信仰信
念，凝聚“奋进现代化 跑赢新赛程”的强大动能。

本报讯（记者陈可 实习生王秋
乐）“目前项目建设到什么程度”“有没
有遇到困难”……25日，南通开发区招
商局再次走访在建的新松机器人项目
工地，与该项目负责人徐井冈交流最
新情况。

新松机器人项目位于南通开发区
东南部，一期投资30亿元，主要生产
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洁净机器
人、移动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医疗机
器人、特种机器人等7大机器人产品和
智能装备、智能物流、智能交通、智能

工厂、能源装备、3D打印装备等6大工
业4.0生产线，项目由国内机器人龙头
企业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
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

去年年底，新松机器人项目落户
南通开发区。双方洽谈时，投资方就
迫切提出一旦项目落户后，开发区能
否加快审批，协调尽早供地，以便早开
工、早投产、早达效，抓住智能制造的
风口和市场。

面对企业合理要求和实际需求，作

为项目招引部门和服务窗口，南通开发
区招商局表示竭尽全力做好企业服务、
解决企业的建设问题。为做好跟踪服
务，项目签约后，招商局每周会同行政
审批局组织自规局、住建局、生态环境
局等相关部门召开项目专题推进会，为
企业解决审批服务、要素配套。

南通开发区是全省“企业投资项
目信用承诺制不再审批严格监管”试
点地区，已经有多年成熟的“承诺制开
工”经验。此次审批中，开发区指导企
业及时提供各项承诺，加上多部门“并

联审批”，不用东奔西走，3月19日仅
一天企业就拿到审图合格证、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和不动产权证。原本五证
齐发需要一个多月，此次也刷新南通
开发区速度。

经过近半年的建设，目前新松机
器人项目已初具规模，10月即可完成
结构封顶，明年6月有望竣工投产。对
这一速度，徐井冈连呼没想到。“南通
开发区的营商环境是真好，审批五证
那天晚上， （下转A8版）

海门区率先在全市探索把党小组建在宅院上，让老百姓有话可以找党说，
有事可以找党办，有难可以找党帮——

“宅上党小组”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激活基层民意“神经末梢”，崇川区率先实现街道选民代表议政会议制度全覆盖——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南通开发区提供“承诺制+多部门并联审批”服务

一重大项目拿地即开工，24小时五证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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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百年党史 感悟思想伟力
《学党史 开新局·青年名嘴悟思想》理论

宣讲视频集在“学习强国”全国平台播出

疫情期间开发
临时公益性岗位

我市已安置27名就业困难人员

■A3看南通·要闻

如皋：以“绿”为笔
绘就最美长江岸线

■A2看南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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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放在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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