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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
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座谈会。市委书记
王晖强调，全市上下特别是广
大青年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五个模范”最新
要求，勇于追梦，奋力奔跑，在
南通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谱写
新时代青春之歌，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王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
大青年朋友和各级共青团
组织、团干部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王晖说，
南通是一座有着青年运动光
荣传统的城市，近百年来，南
通广大青年始终紧随党的步
伐、挺立时代潮头，在江海大
地各个历史时期留下了敢于
牺牲、甘于奉献、勇于进取的
青春身影。身处万亿再出发
的南通，广大青年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
团员青年的殷切期望，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打造“全省高
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定
位要求上来，把青春和汗水
挥洒到建设“一枢纽五城市”
的火热实践中来，为“强富美
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贡献
青春力量。

王晖希望，广大青年要
高举信仰之旗，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坚持党旗所指
就是团旗所向，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胸怀

“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
者”，自觉将青春“小我”融入
强国“大我”。要昂扬拼搏之
志，激情燃烧挑重担、创大
业，主动走向经济建设第一
线、项目建设最前沿、城乡建
设主战场，当好南通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在
南通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中实现自我价值、成就人生
梦想。要磨砺干事之能，勤
学苦练壮筋骨、长才干，把学
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
和第一任务，坚持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不断练就敢于担
当的“宽肩膀”、能担重任的

“铁肩膀”，努力成长为“撑起
一片天”的栋梁之材。要涵

养修身之德，旗帜鲜明扬正气、
树新风，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积极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努力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传
承者、践行者和倡导者，以青年
的真善美汇聚形成江海大地更
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王晖强调，全市各级团组
织要紧紧围绕“四个始终成为”
的要求，以争创全国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进一
步增强引领力、组织力、服务
力，把广大青年的心同党紧紧
联系在一起。广大团干部要筑
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争当
让党放心、让青年满意的合格
青年工作者。各级党组织要围
绕市党代会提出的“建设青年
和人才友好型城市”目标，坚持
党对团的领导，落实好党建带
团建制度机制，加强团干部队
伍建设，支持团组织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千方百计为青年办
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封
春晴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秘书
长王洪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沈红星，市政协副主席金元参
加会议。 记者朱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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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车上不是很干净，你就
坐前面吧。”说这话的是南通
市江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养
护工区副主任陈波。9 日
上午，当记者提出想坐车一
起跟着体验公路巡查工作
时，陈波稍有迟疑，但还是
答应了。

南通市江海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养护部分国
省道以及通州区范围内的一
些县乡道，长度800多公里，
其中陈波所在的十总养护项
目部负责其中约180公里路
段，日常工作包括公路的巡
查、养护以及应急保畅等。

当天，陈波的主要任务
就是和同事陈忠一起对国道
345、海平线、龙盛大道进行
日常巡查。将安全警示牌、
塑料桶、扫帚、沥青冷补料等
工具装到黄色轻卡上后，陈
波开着车出发了。“我们每天
都有人在路上巡查，有时也
会接到12345和交警部门的
反馈，一般发现公路上有抛

洒滴漏、障碍物以及小坑等
影响行车安全的，当场就
会处理；大面积坑塘等一
些相对棘手的问题就先记
录下来，之后再安排人进行
处理。”

说话间，车子停在了朱
家桥附近。原来，桥面一侧
堆积了不少树叶和沙土。放
置好警示牌后，陈忠拿起扫帚
清扫起来，陈波则将马路中间
的一个大纸箱捡回放到了车
上。“公路桥梁也是我们日常
养护的范畴，上周我们花了
两天时间对20多座桥梁伸
缩缝进行清理，确保桥梁有足
够的空间进行‘呼吸’。”

今年 33 岁的陈波干道
路养护已有11个年头了，遇
上突发情况，连轴转也是常
有的事。去年 4月 30日夜
间，陈波开车回家，走到半路
时，突然感觉外面的风特别
大，他立刻掉转车头赶回公
司。“一般大风过后，道路两
侧不少树木会被刮倒，给车

辆通行带来不便。我们要对
那些倒伏在马路上的树木进
行切割，再搬运到一边，确保
道路及时恢复畅通。”

一旦遇到这类恶劣天
气，公路养护人随时切换至
应急状态，严阵以待。陈波
说，下雨的时候要注意路面
有无积水，如有积水，及时处
理，大雪天则是扫雪除冰。
提及此，一旁的陈忠憨笑了
两声，给予了补充。“有时候
扫雪除冰能从晚上八点一直
忙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主
要还是桥面，因为桥体是悬
空的，热量散发比较快，所以
比道路更容易结冰，除过一
轮之后，过段时间还得再来一
轮，循环往复直至天亮。严寒
天气下，大家累得满身都是
汗，但一想到早上大家出行无
忧，这点辛苦也就值得了。”

这些年，陈波学习的步
伐也一直没有停歇，将学到
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养护中，
也锻炼了一身过硬的技术。
在去年举行的全市养护技能
大赛中，陈波斩获了第一名
的好成绩。今年“五一”前
夕，他又被授予“南通市五一
劳动奖章”。

本报记者俞慧娟

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波：

精心养护，只为道路安全畅通

晚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吴新明主持召开
十六届市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和有关重要会议精神，讨
论相关文件，部署当前工作。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精神、4月29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5月5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
神。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
实做到疫情防得住、经济稳得
住、发展更安全，在大战大考中
夺取“双胜利”。当前，要毫不
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全面筑牢“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坚固防线，切实防止
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的风。
要奋力冲刺时间任务“双过
半”，对标对表、细化举措，抓紧
抓实每一天，切实做到以旬保
月、以月保季，为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深化提
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深入开展“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
解年”行动，确保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讨论了《美丽南通建
设 总 体 规 划（2021—2035
年）》，要求各地、各部门围绕

“江风海韵、现代都市”定位，坚
持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
合，注重沿江、沿海、沿河“三
沿”联动，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
展、当前和长远、全局和重点的
关系，积极探索美丽南通建设
的有效举措和体制机制，营造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会议讨论了《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
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确保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同时，继
续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要把系统观念贯穿全过
程，统筹有序推进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既不能搞“碳冲锋”，
又不能搞运动式“减碳”。要加
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研究
制定有力举措，确保我市碳达
峰碳中和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会议讨论了《关于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要持续深入攻坚，按照污染防
治攻坚目标任务要求，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等保卫战。
要抓好问题整改，深入推进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确保按
期销号验收。

会议讨论了《南通市推进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2022—2025年）》。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垃圾分
类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认清
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困难性，聚
焦重点、精准施策，不断推动全
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新成效。
要科学有序推进，分层次、分阶
段科学制定目标，持续推进“三
定一督”管理。要加强督查评
比，定期通报考评结果，层层传
导工作压力。要积极开展“小手
拉大手”等各类宣传活动，党政
机关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大
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实施
意见》。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
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科学化规范
化监管水平，全力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和公共安全。要按照

“承办者负责、政府监管、专业
化运作”的要求，严格落实大型
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责任，明
确任务分工，形成齐抓共管、责
任共担的良好局面。

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沿
海海上活动安全管理的实施意
见》。会议强调，要督促相关企
业、单位落实海上活动安全主
体责任，规范海上群众性活动
秩序。要开展违规整治，确保

“三无船舶”动态清零、非法活
动全面压降。要提高预警能
力，优化沿海观测站网布局，提
升沿海气象、海洋信息实时化
监控效能。要强化协作联动，
加强与邻近沿海城市海上救援
和安全管理合作，促进信息共
享、资源共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李彤

吴新明主持召开十六届市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勇于追梦
奋力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