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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综 合

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
表大会，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吴旭
同志代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七
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报告以“迈上率先
发展新台阶、建设强富美高新崇
川”为主题，明确提出建设综合实
力首位区、协调发展首善区，打造
创新发展高地、宜业宜居福地、生
态文化胜地的目标，充分体现了
时代要求，符合崇川的发展实际，
反映了全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
的共同愿望，对全区今后一个阶
段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会对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
七届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区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在中共
南通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团
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群众，紧紧围绕“率先现代化、
再造新崇川”目标，经济建设再上
台阶，城市建管持续提升，社会建
设全面进步，党的建设不断强化，
深化改革着力突破，圆满完成第
七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

大会高度评价了过去五年发
展积累的基本经验：把率先发展

作为争先进位的目标，项目建设
作为转型发展的根本，民生幸福
作为为民务实的追求，强化自身
作为合力兴业的保证。这些经验
对于加快崇川率先进程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要继续坚持并不断
发扬光大。

大会认为，未来五年是崇川经
济社会赶超跨越的关键时期。全区
上下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省
市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习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
立和自觉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把准
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创新之都、花
园城市的发展定位，以建设综合实
力首位区、协调发展首善区，打造
创新发展高地、宜业宜居福地、生
态文化胜地为目标，更加注重统筹
协调、融合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
本、民生幸福，更加注重改革创新、
法治保障，迈上率先发展新台阶，
建设“强富美高”新崇川。

大会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
围绕建设“强富美高”新崇川的要
求，大力实施三个方面战略举措：
一是锁定新目标，优化产业结构，

力推项目建设，构建支撑体系，打
造创新发展高地；二是立足新阶
段，拓空间强功能，优管理强服务，
打造宜业宜居福地。三是把握新要
求，建设生态文化，提升生态环境，
打造生态文化胜地。同时，认真落
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和法治建设的决策部署，激发市
场和社会活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水平。

大会强调，要坚持党建统揽，
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切实增强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
的主业主责意识，着力推进党建
工作融合式发展，突出思想建党，
提升引领力；锤炼干部队伍，提升
战斗力；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凝聚
力；强化党风廉政，提升保障力；
发挥表率作用，提升领导力，为建
设“强富美高”新崇川提供坚强保
证。

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在省委、市委正确领导下，
团结带领全区人民，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崇
川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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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
党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隆重召开，大会回顾总结过去五
年工作，明确未来五年崇川区经
济社会发展与党的建设目标任
务，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迈
上率先发展新台阶，建设强富美
高新崇川”而努力奋斗。

吴旭同志代表中共南通市崇
川区第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
为《迈上率先发展新台阶，建设强
富美高新崇川》的工作报告。陈跃

生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崇
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题为
《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格监督执纪
问责，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崇川提
供有力保证》的工作报告。陈俊同
志主持会议。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
额选举产生了中共崇川区第八届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崇
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以及参
加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29 位同志当选为中共崇川区第

八届委员会委员，6 位同志当选
为中共崇川区第八届委员会候补
委员，14 位同志当选为中共崇川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7 名同
志当选为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
产党南通市崇川区第七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
产党南通市崇川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吴旭代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陈俊主持会议 陈跃生作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姻 7月 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崇
川区第八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常务委员会
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2016年 7月 31日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姻 7月 31日，中共崇川区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新一届中共崇川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

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
次代表大会，认真审议并通
过了陈跃生同志代表中共南
通市崇川区第七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崇川
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认真审
议并通过了陈跃生同志代表
中共崇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认为，报告对区纪
委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实
事求是的总结和回顾。五年
来，在区委和市纪委的正确
领导下，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紧紧围绕“率先现代
化、再造新崇川”的目标，坚
持“服务中心、执纪为民”两
大理念，深入落实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要求，进一步
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扎实推进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示范区
建设，为实现“十二五”时期
全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证。

大会指出，今后五年，是
崇川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关
键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
会强调，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
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忠诚履行党
章赋予的职责，把纪律挺在
前面，深入落实“两个责任”，
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积极践
行“四种形态”，坚决遏制腐
败蔓延势头，深化标本兼治，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纪检“铁军”队伍，
努力开创全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大会要求，全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点抓
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切实履行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要推动重
大决策部署落实，增强纪检
监察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
大执纪问责追究力度。二是
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始
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要认真学习贯彻《准则》和
《条例》，把握运用好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落实好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三是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坚决
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要加强
作风建设，严格执纪审查，着
力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
问题。四是持续深化源头治
理，注重标本兼治固本培元。
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
廉政文化建设，创建“三清示
范区”优势品牌。五是推进体
制机制改革，增强反腐倡廉建
设内生动力。要创新完善巡察
工作体制机制，探索实施“大
派驻”工作机制，全力打造纪
检监察“铁军”队伍。

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
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
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不断取得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
为加快实现强富美高新崇川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七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 7月 31日中共南通市崇川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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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8月 2日，由南通市人大常委会牵头组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中国人大网、
新华日报、江苏卫视等10多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近30名记者汇聚崇川，集中采访我区“万名代表小
康行”主题实践活动。 李 斌 摄

于7 月 26 日，由崇川区餐饮行业工会、新城桥街道工会主办的崇川区第九届职工技能大
赛餐饮技能竞赛新城桥街道专场在辖区餐饮店举办。 郭 琦 摄

盂7月 28日，由南通市地震局和崇川区观音山新城联合主办的纪念唐山大地震 40周年
活动在中沙社区中南世纪花城举行。 陈命荣 摄

榆7 月 28 日晚，任港街道西城夏夜“接力善行，爱满西城”主题文艺晚会在城港小学操场
隆重举行。 刘美娟 摄

虞 近日，光明社区联合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共同举办了“传承非遗技艺，感受剪纸魅力”暑
期青少年活动，让青少年们感受非遗文化的伟大和艺术的熏陶。 尤 炼 摄

⑥8月 1日，红星社区邀请南通籍集邮爱好者胡建康为学生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奥运知识
讲座。 吕 蓓 摄

⑦7月 23 至 24 日，2016 年全国百城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南通市启动仪式在学田
街道举行，400 多位市民参加了启动仪式。 汤建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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