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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月各县（市、区）空气质量变化情况通报
（1月1日—3月31日）

城市

海安市

如皋市

如东县

海门市
启东市
通州区

崇川区

港闸区
市开发区

通州湾示范区

PM2.5

现状
（μg/m3）

43.1
41.2
34.4
37.4
30.5
38.6
42.3
42.7
41.6
34.4

同比变化情况
（%）
-24.7
-27.3
-24.6
-18.7
-28.4
-22.0
-25.0
-13.7
-21.7
-19.8

优良天数比率

现状
（%）
89.0
90.1
89.0
87.8
92.3
87.9
86.8
85.4
87.4
88.9

同比变化情况
（百分点）

17.9
19.0
7.9
8.3
7.9
9.0

16.8
8.7

12.1
6.6

3月单月降尘
量（吨/平方
公里·月）

3.1
3.7
2.8
4.2
2.8
3.1
4.1
5.0
3.0

13.5

注：1、“-”表示下降或减少。2、使用实况数据进行统计。

通报显示：从 1 月~3 月

PM2.5 浓度和优良天数比率

看，各地区同比均实现改善，

其中启东市PM2.5浓度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如皋市优良天数

比率改善幅度最大。从 3 月

单月降尘量数据看，通州湾示

范区降尘量最高，为 13.5 吨/

平方公里·月，如东县、启东市

降尘量并列最低，为2.8吨/平

方公里·月。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
张峰凯 曹丹）昨天下午，伴随着盾构
机刀盘转动的轰鸣声，由中铁二十四
局承建的南通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
工程“支云 3号”盾构机在先锋镇站
顺利始发（右图，记者 尤炼摄），标
志着南通东站站至先锋镇站成为 2
号线一期工程首个两台盾构机掘进
的区间。

南通东站站至先锋镇站区间右
线总长 1994.8米，隧道埋深约为 9.5
至 20米，设置 3座联络通道，其中 1
座兼废水泵房，均采用冷冻法加固后
矿山法施工。盾构掘进期间下穿小
海竖河、秦兰坝竖河及高坝竖河 3处
河流，下穿宁启铁路，施工难度系数
较大。

南通东站站至先锋镇站区间左

线“支云 1号”盾构机已于今年 1月 7
日始发，现已掘进283环，计划今年11
月底接收，右线“支云 3号”盾构机计
划今年 12月底接收。盾构机始发阶
段每天两至三环，区间采用环宽 1.2
米管片，每一环由6片管片构成，驶出
加固区后，掘进速度加快，在完成100
环试掘进之后，进入常态化施工。

记者从中铁二十四局项目部获
悉，下一步，项目部将在轨道公司的
统一部署下，积极响应国家和省市对
安全生产的要求，有效管控现场安全
质量，在盾构掘进过程中对沉降异常
区域进行超前注浆以及跟踪注浆加
固，同时洞内同步进行二次补浆及深
孔注浆加固保持地层稳定，加强监控
量测频率，优化掘进参数，保证施工
安全。

“在港口开发建设实践中，洋口港人总结出了‘科学、
开拓、拼搏、奉献’的洋口港精神，这也是洋口港人答好南
通‘发展四问’的内生动力。”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周梁表示，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将深刻领悟苏州“三
大法宝”的精神实质，以“狼性”精神奋力拼搏，以洋口港人
独有的“牛劲”全力推进，确保各项工作争先进位。

紧盯标杆，加快补齐短板。周梁介绍，经过10多年的发
展和积累，洋口港的综合实力明显提升，一批重特大项目相
继落户，特色产业迅速集聚。当前，多重国家战略机遇叠
加，洋口港的区位、港口等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凸显。比肩
苏南，争先进位，洋口港有基础、有信心、有条件。但要清醒
认识到，与苏南先进开发园区相比，洋口港存在明显的差
距。虽然洋口港已经跻身省级开发区行列，但经济体量较
小、综合实力在全省仍然靠后；全区虽然已经形成绿色新材
料、LNG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但企业创新能力较弱，高新
技术产业仍是全区发展的短板；此外，洋口港虽然已是国家
一类开放口岸，但开放的深度和力度远远不够。

更高起点再出发，打造千亿级产业。周梁表示，目前，
洋口港正紧抓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机遇，以比肩苏南的勇
气，全力打造国家级LNG枢纽点、全省沿海开发排头兵、南
通项目建设样板区、如东载体建设主平台。2020年，洋口
港力争全年完成一般财政预算收入8亿元，外资到账1.2亿
美元，工业应税销售超100亿元，服务业应税销售超400亿
元，确保重大项目建设考核继续在全市省级开发园区保持
第一方阵。同时，继续紧扣项目建设，提升载体能级，加速
特色产业集聚，努力在“十四五”期末实现“总投资超千亿、
工业应税销售超千亿、服务业应税销售超千亿和税收超百
亿”的“三千一百亿”奋斗目标。

聚焦重特大项目，厚植产业发展新优势。周梁表示，
2020年，洋口港将进一步聚焦重大项目建设，“一切围绕项
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大招商、招大商，以更大格局、更
优服务、更快节奏突破重大项目，推动金光、桐昆、阳光岛、
黄海二桥全面出形象，筑牢经济增长“压舱石”；深入发挥
主力军、先行区、主战场优势，在“一体化”中融入“大通州
湾”发展格局；聚焦港口能级提升及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协
同推进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片区建设；聚焦提高全面小康满
意度，多措并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做到项目提速、产
业提档、项目提效、城市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标。

本报记者 杨新明 徐爱银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 通讯员
顾建兵 吴政清）10日上午10点，如皋
法院法官“主播”准时现身淘宝直播
平台开始“营业”。当天，他们吆喝的
是一辆起拍价为 18.1 万元的“捷豹
XJL”轿车（见上图）。从车外到车内，
从引擎到轮毂，近 40分钟的直播中，
法官带着 800多名围观网友在线看
车，并详细介绍了车辆的起拍价、配
置及基本车况。“山东的能拍吗？买
完大约多久能过户？过户税费谁承
担？保险年检情况如何？……”对网
友的提问，法官一一耐心作答。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发出
通知，从本月 10日起到 30日，将在全
市法院集中开展 10场司法网拍直播
活动，拍品包括汽车、房屋等。

本报讯 （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
锦安）面对刑事犯罪动态化、智能化、
职业化趋势，市公安局今年将深入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打造升级
版合成侦查中心，消除各类暴恐隐
患，深化实战大练兵，全面提升打击
刑事犯罪、治理突出问题的能力水
平。10日，市公安局召开全市刑侦禁

毒反恐工作会议，动员部署全市公安
机关刑侦、禁毒、反恐等部门今年各
项任务。

今年，我市警方将全面推进严
打犯罪工作，深入推进春季破案会
战，快侦快破重大案件，统筹推进严
打传统“盗抢骗”犯罪、打击网络贩
枪犯罪、命案积案攻坚和网上追逃
等工作，守牢社会平安底线。全面
整治通讯网络诈骗犯罪，不断加大
反诈中心建设、侦查打击和防范宣
传力度。全面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深入开展线索清仓、逃犯清零、
案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

业清源“六清”行动，全面排查梳理，
强化线索核查，严厉依法打击，健全
长效机制。全面推进智慧刑侦建
设，提升专业打击能力，重构“大侦
查”体系，打造升级版合成侦查中
心，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快破案、多
破案、办好案。全面加强侦查队伍
建设，锻造一支高素质过硬侦查队
伍。全力整治突出毒品问题，严打
涉毒犯罪、严控制毒物品，严防毒品
滥用，集中力量打一场整治突出毒
品问题攻坚战。全面深化反恐防恐
专项斗争，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和应
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陈俐君 徐晓
艇 记者赵勇进）疫情期间，南通海盟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仅用7天时间便
研发出可重复使用隔离衣的面料；3
月，获得相关备案、认证，开始全球发
售；4月开始，月产量将达7万件。

南通海盟位于海安开发区常安
纺织园，是以生产中高档服装衬布
和高档功能性复合面料为主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产品80%以上出口，
公司拥有 18年防水透湿复合面料
生产研发和销售经验，拥有博士硕
士领衔的研发团队。疫情发生后，
口罩、隔离衣等防护物资持续短缺，
2月 10日一复产，该公司就成立了

以南通海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经理尹冲为首的科研团队。

“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不断进行
实验，最终拿出了这款符合国标，又
可以重复性使用的隔离衣。”尹冲在
实验室拿着隔离衣介绍。

一次性隔离衣大多使用无纺布，
而海盟使用的是有纺面料贴合高科技
防水透气膜，经裁剪、缝纫、压胶制成，
可有效阻隔血液、体液、飞沫，分泌物
以及空气中的颗粒、气溶胶，可用于医
疗机构、检查卡口、普通家庭等领域；
一次性隔离衣的透湿量一般每24小
时每平方米只有2500克，穿着特别闷
热，海盟研发的隔离衣布料透湿量能

达到每24小时每平方米4100克，舒适
度更高。在抗静水压方面，海盟的布
料能达到150千帕，是一次性隔离衣
的100多倍；制成的隔离衣洗涤消毒
后可重复使用10次以上。

目前，这款隔离衣面料已取得
江苏省第一类医疗器械隔离衣生产
备案凭证，欧盟CE认证、美国FDA
认证，可以销往国内、国际市场。

“作为成立19年的纺织印染企
业和外贸企业，今年无疑是困难的，
但我们也在疫情中找机会，通过研
发，把防疫产品作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南通海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惠一表示。

轨交2号线一期工程“支云3号”顺利始发

两台盾构机开始双线掘进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聚焦大项目
奋力打造千亿级产业

公安机关部署刑侦、禁毒、反恐等部门今年各项任务

提升打击能力 守牢平安底线

南通海盟产隔离衣全球发售
穿着舒适度更高，洗涤消毒后可重复使用10次以上

如皋法官直播“带货”
本月 10 日起至 30 日将

开展10场司法网拍直播

本报讯（记者金帅 通讯员季永建）11日，市民巡访
团第七小组巡访员前往崇川区多个建筑工地，开展全市建
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百日行动”第
二轮专项督查巡访工作。

第一轮专项督查巡访中，发现部分建筑工地区域范围
的裸土未覆盖；建筑工地进出口无防扬尘的喷淋设施或喷
淋设施损坏未修复；建筑工地内外尘土飞扬；部分建筑工
地人员未戴安全帽；建筑工地四周没有设置连续、整齐、牢
固的硬质围挡；建筑工地门卫制度形同虚设，用模特假人
充当门卫等问题。

据市民巡访团副团长张薇丽介绍，此次“百日行动”，
市民巡访团11个巡访组分别对通州区、崇川区、港闸区和
南通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工地周边扬尘问题进行专题巡访
督查，截至4月9日，在对56个建筑工地巡访中督查发现问
题75个，分类归纳为七大类进行汇总，并形成巡访督查报
告，提交有关部门查处和整改。

市民巡访团暗访建筑工地
发现的问题已提交有关部门查处整改

（上接A1版）
奋楫恰当时，风正好扬帆。接下来，海门开发区将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新起点，推动大招商、大发展、大跨越、大
突破。持续深化一区多园发展思路，加速推进豪华邮轮产
业集群向千亿、现代建筑产业冲百亿的产业布局，加大产
业集聚效应，以完善的产业链来吸引更多的“独角兽”企
业。通过做强经济发展、规划建设、行政审批等职能部门，
积极搭建企业发展服务平台，加大区域产业信息共享力
度，逐步实现区域产业链的小循环与全球产业发展的大循
环有机融合，实现以区域小产业链来撬动园区整体产业的
升级。令人关注的是，此次改革中，海门开发区还特地组
建了科技人才局，以人才来招引保驾尖端科技产业的落户
生根。

“调整后的开发区不仅是一个办公归类的变化，更有
利于冲破制度的樊篱，推动聚焦重大项目招引、经济建设
的主业主责，促进园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张炎说，海门
开发区将把此次体制机制改革优势迅速转化为发展优势，
全力突破重大项目，力争3年内跻身全省国家级开发区前
十强，成为海门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

海门开发区“区街分设”开始运行

本报讯（记者李彤）由市大数据
集团承建的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亟须各项财政数据支撑经济形势
分析模块的开发。11日，记者在咨询
市财政部门后，通过南通政务共享交
换平台，几秒钟就搜索到所需的数据
资源，5分钟左右就完成了数据的订
阅获取。

“现在的效率，换作以前想都不
敢想。”说起政务数据共享前后的区
别，市财政局信息处负责人田超感
触颇深。他介绍，以往诸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及增幅”“分税种分地区
收入增长情况”“部门预算及预算单
位账务凭证”等财政核心数据的共

享与获取，需要各部门打通与财政
之间的连接网络，从商讨制定专用
数据接口到联调测试，再到整合业
务数据、配合传输推送，一套流程走
下来至少需要一个多月，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而如今，这一切只需
几分钟即可完成。

运行效率的提升，得益于市财
政局的信息化工作的“重心前移”。
田超说，在推动政务信息资源归集
的过程中，市财政局不仅是参与者
和共享者，更是相关项目资金的批
审部门。为了改变过去繁冗的运行
现状，深化“放管服”改革，他们下大
气力梳理财政所有业务涉及的数据

类型，编制了数据资源共享目录，率
先将历年财政的全量数据接入政务
共享交换平台，支撑应用服务，便企
利民。

田超说，为保障共享数据的精准
性、时效性和可用性，在构建与升级
业务系统的同时，市财政局委派专人
核查共享信息资源目录，建立资源数
据共享动态更新机制，对内容进行动
态管理。截至目前，除一项涉密数据
外，其发布的 27大类财政信息资源
目录已分别被多个部门订阅，传输数
据达 8000 万条，累计核减部门间新
建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换项目资金近
千万元。

27类信息免费订阅 传输数据8000万条

财政数据归集共享便企利民

（上接A1版）
考察期间，每到一市，双方都会开

展工作交流会，既是增进了解，更是寻
求合作。我市先后与苏州、无锡签订
了关于加强跨江融合发展的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苏通两地将进一步
加强产业协同发展，深化板块交流、园
区合作共建，建立跨区域交通基础设
施合作推进机制，共同推进通州湾长
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建设；苏锡两
地则将在产业协同、板块交流、园区共
建、文旅合作、港口联动等5个方面展
开合作。而在常州起步的南通籍企业
家丁佐宏是上海江苏商会会长，此次
他代表上海江苏商会分别与南通、常
州签订了合作协议。

南通与苏南地区的经济合作基
础深厚。南通较早与苏州工业园区
合作成立苏通科技产业园，苏州企业
恒力新材料产业园、金光高档生活用

纸产业基地等重大项目相继在南通
落户建设；十年前，无锡和南通同样
在园区共建上展开了积极探索，成立
了锡通园区；而中天钢铁绿色精品钢
项目，更是将南通和常州紧密联系在
一起。

企业间的交流更频繁密切。位于
无锡的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射频芯片行业的顶尖企业，过去六
年里销售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0%。企
业负责人介绍，前不久，企业入股了南
通港闸区一家企业，希望能有更大发
展。常州的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产品广泛用于船舶海工等领域，和
南通的多家企业都保持着业务往来。
听说南通有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展，企
业负责人十分感兴趣，表示要“提前预
订展位”。

除了经济合作，苏南城市建设、文
旅产业发展等等都是在跨江融合中，

南通要对标的标杆。当前，南通城市
发展到了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的关
键阶段，在公共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
展、文旅市场开拓等方面与苏南城市
同样存在广阔空间。

曼妙昆曲、欧式建筑，中西格调
的对撞意外催生了昆山大渔湾湖滨
风情商业街的独特魅力；一侧是汇聚
了金融、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集聚
区，一侧是亲水长堤、浩淼太湖，昔日
滩涂地，如今已成一座太湖新城；正
在规划建设的张家港高铁新城将美
学理念引入规划，特地邀请知名机构
做新城美学研究……代表团感叹于
苏州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让“老苏
州”“新苏州”“洋苏州”在同一空间和
谐共处。

无锡灵山小镇拈花湾一推出就成
为“网红”打卡地。穿着汉服抚琴、抄
经的小姐姐、盛大的点灯仪式、融合多

媒体与舞台表演的演出……禅意十
足、古风盎然。代表团在惊叹的同时，
问得最多的是运营模式。“传统的古镇
模式肯定不行。”负责人说，市场需要
一个全新概念的休闲去处，禅意旅居
度假目的地、“心灵度假”的休闲旅游
新模式应运而生。

南通江海旅游资源丰富，拥江向
海，正以重点片区建设为抓手，优化城
市空间及功能布局，持续做大做强做
美中心城市。大家表示，苏南地区整
合多种业态形成全新旅游发展模式的
探索，值得借鉴和学习。

学习苏南，是为了更好融入。考察
是新的起点，在落实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和省委、省政府推进跨江融
合要求的同时，南通与苏南城市定会深
化合作交流，加快融合步伐，携手争当
省内全域一体化发展示范。

本报记者 朱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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