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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晴 最低温
度6℃左右 最高温度18℃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作为我国江苏省非遗传世名药，王氏保赤丸疗
效独特，问世至今深受广大消费者好评。为进一步
提升南通王氏保赤丸的知名度，让国医经典名药走
向世界，现正式面向全社会有奖征集“王氏保赤丸”
推介语,让好药口口相传。

推介语原则上不超过12字，要求简短精粹、主
题突出,寓意深刻、朗朗上口(需附创作说明并留联
系方式)。

征集时间:4月13日-7月13日。我司将在征集
结束后聘请专家评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 元(税
前)；二等奖3名，奖金各3000元(税前)；三等奖5名，
奖金各1000元(税前)。所有参与作品均奖王氏保赤
丸四盒（价值约150元）。

获奖者将受邀参与颁奖仪式，参观王氏保赤丸
生产线。我司同时将从活动参与者中遴选150人一
同参观王氏保赤丸生产线。

凡参与者须保证投送作品为原创作品，作品涉
及的著作权一律由作者负责。所有参与作品版权归
主办方所有。所有征集作品不反馈不退回。本活动
解释权归我司所有。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箱发送至:615856390@qq.
com

联系人:邰光宝
联系电话:85609126 15370980866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3日

关于有奖征集“王氏保赤丸”推介语活动的启事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昨
天下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加快
恢复生猪生产视频调度会议
后，我市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
进恢复生猪生产工作。市委副
书记、市长王晖强调，要坚决贯
彻中央、省和市委决策部署，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切实抓好生猪保供稳价工作，
切实保证疫情防控背景下的重
要农产品供给和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质量。

王晖指出，生猪稳产保供
跟稳定粮食生产一样，是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三农”工作的
重中之重。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增
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
护”的高度，深刻认识恢复生
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极端
重要性，坚决把中央、省、市
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不折不扣
完成恢复生猪生产的硬任务、
硬要求。

王晖要求，突出问题导向，
千方百计抓好重点工作落地，
以项目为抓手推进规模化、生
态化养殖，加快现有规模猪场
升级改造，高标准规划建设现
代化大型养殖场，增加一批新
的生猪产能；切实解决生猪生
产用地难问题，落实好挂钩指
导服务制度，推广立体养殖等
模式，为项目落地提供有力保
障；一着不让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强化“网格
化”管理，建立全链条、全过程防控体系，保证生猪养得活、养
得好、养得有效益。他强调，要健全督导调度、部门配合、工作
考核等机制，扎实有效保障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副市长赵闻斌主持会议，并对贯彻落实好省、市会议精神
提出要求。

本报讯 （记者陈静 通讯员李
敏 陈杰）9日，海门开发区党工委向
新聘任的20位科职干部颁发聘书，标
志着海门开发区“区街分设”体制机
制改革迈出了坚实步伐。据悉，本次
改革主要对象为海门开发区与海门
高新区，改革后，两区区划范围一
致，辖区内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建设、企业服务等经济管理
职能由开发区统揽负责，社会事务
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由海门街道
负责。

1月3日，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
在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上强调，要深

入推进园区体制机制改革，以省级以
上开发区为主体，整合周边园区，实
行区镇分设，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
业，把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主阵
地。1月8日，南通市委下发《关于进
一步优化提升省级以上开发区管理
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从5个维度突
出全市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地
位。海门开发区作为南通为数不多
的国家级开发区，积极贯彻落实南通
市委关于园区体制机制改革的决策
部署，立足海门长远发展，经过反复
酝酿、慎重研究，在南通率先试点体
制机制改革。

据介绍，今年春节期间，海门
开发区在海门市委指导下开始探索

“区街分设”的体制机制改革新思
路，并得到了南通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肯定。在征得上级党委
政府的全力支持下，3月31日，仅
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区街分设”
改革的人员调整。

体制机制改革后的开发区，实现
了“区、街”经济与社会事务完整剥
离，区域面积扩展为195.5平方公里，
发展空间增加近一倍，更有利于统一
规划布局、加快产业集聚、优化管
理体制、做强做大开发区，推动开

发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开发区目前
有豪华邮轮装备产业园、现代建筑
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謇公湖
科创园四大园区。”海门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张炎说，

“改革调整后的开发区机关轻装上
阵，运行模式更趋专业化、条线化
和扁平化，各职能模块围绕经济发
展大局精准服务、有机融合、统筹
推进，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将发挥
更好的集聚效应，还能为重特大项
目落地创造更为有利的区域条件，
加快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集群。” （下转A2版）

海门开发区“区街分设”开始运行
经济与社会事务完整剥离，轻装上阵全力突破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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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苏南问道苏南，，融合发展再燃激情融合发展再燃激情
———市党政代表团赴苏州—市党政代表团赴苏州、、无锡无锡、、常州考察侧记常州考察侧记

春日江南，万紫千红；胜日寻芳，
光景无边。

三天时间，踏访三座苏南城市，
考察20余个参观点……7日至9日，
南通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前往苏州、无
锡、常州考察，马不停蹄，一路虚心学
习，一路比较反思。

站在“GDP万亿俱乐部”门槛前，
坐拥多重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特别是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机
遇。在发展之“棋局”上，南通该如何
落子？面对省委加快苏通跨江融合、
争当沿海崛起的龙头先锋、打造江苏
发展新的增长极的要求，市委发出了

“发展四问”，提出全方位融入苏南，
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目标思路，推动思想再解放、
创业再出发。

奋飞不辍的“三大法宝”诞生地、
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的高新技术企
业、多业态叠加融合的文旅项目……
考察中，触动人心的不仅是高质量
发展的生动画卷，更有先进地区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勇争一流的理
念和气魄。

跨越思想上“长江天堑”

跨江融合，首先要跨越思想上的
“长江天堑”，在工作理念上对标苏
南、精神状态上比肩苏南。无论是在
诞生了“三大法宝”的苏州，还是在将

“善于跟最好的学，敢于跟最强的争”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无锡，以及喊出

“勇争一流，耻为第二”的常州，代表
团看到的是当地高质量发展的蓬勃
活力和强劲势头，感受到的是当地干
部奋勇争先的昂扬精神。

7日一早，沐浴着晨光，代表团抵
达此行考察的首个参观点——张家
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指导中
心。上世纪90年代初，在各方面基
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张家港提出了

“三超一争”目标。至今张家港人都

记得老书记秦振华的一句话——“干
工作就要争第一，没有争第一的勇
气，第二、第三也争不到。”正是凭着
这股不服输、肯拼搏的干劲，张家港
市争创了近三十个“全国第一”：取得
了全国第一个长江内河港口开发权，
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内河型国家级保
税区……

车行在昆山高新区，芳草茵茵、
春树吐绿，中科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
基地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
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昆山守
着“苏州城外半碗饭”过着穷日子。
没有工业基础、没有扶持政策，昆山
人硬是在城东一块3.75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自费开发搞起了工业小区。
如今，昆山拥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两个省级开发区，连续15年位居全
国百强县市首位。“敢想、敢当、敢为”

“不等、不靠、不要”“唯实、扬长、奋
斗”，成为激励一代代昆山人走向前
进的精神动力。

在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翔实
的图片、影像资料让人对园区发展有
了更深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苏
州工业园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开
创了两国政府合作开发产业园区先
河，在规划引领、机制创新、产业发展
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
实践。“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
区经验，伴园区项目诞生而诞生，随
时代发展而发展。

一路走一路看，苏南人那股“为
事业拼搏、为梦想前行”拼尽全力的
精气神和服务企业、专注发展的定
力，让代表团成员们深受感染，直言

“坐不住了”。大家表示，零距离观摩
后，对“三大法宝”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表面上看，南通与苏南地区之间
的差距，是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的差
距，本质上还是思想观念、机制体制
上的差距。

结束考察的第二天，港闸区委书
记黄卫锋在区委常委会会议上谈起

自己苏南之行的感受，要求每个板块
都要在目标定位上向苏南对标，明确
自己比学对象，喊出奋斗口号，真正
赛出斗志、赛出干劲、赛出成效。

大手笔推动项目建设

大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是
高质量发展的“强支撑”。此次考察中，
代表团先后走进14家企业及项目建
设现场，实地感受大企业、大项目对经
济发展、产业集聚的带动作用。

在每个发展关键阶段，正是一大
批高质量大项目、大企业，支撑了苏
南各市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总投
资100亿美元的华虹集成电路研发
和制造基地项目是无锡市最大单体
投资项目；位于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亨通集团是全球光纤通信行业前
三强企业，全球光纤网络市场占有率
超过15%；位于苏州高新区的克诺尔
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连续多年
排名高新区纳税大户第一名；无锡本
土民营企业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智能装备
制造商，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一个龙头项目的落地，有时就会
成为一个产业集聚的开始。位于张
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加特可（苏
州）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从注册成
立到正式投产仅用了16个月时间。
随着以该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重大项
目落户，一座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千
亿级“新能源汽车城”将在张家港快
速崛起；位于昆山高新区的中科可控
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全面建成
后可推动形成千亿级的国家信息技
术产业集群；位于无锡经济开发区
的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通过搭建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物联网集群综合
服务平台，带动超过2000家集群相
关企业。

考察中，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含
量高的企业格外引人注目。在常州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
展示了一款最新的太阳能发电板，新
产品不仅转换效率得到提高，而且能
随着阳光转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
华兴源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
唯一一家在平板显示和触控监测行
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
业；友达光电（昆山）有限公司拥有全
球最高世代的低温多晶硅面板生产
线，今年前两个月完成产值5.41亿
元、同比增长50.5%；位于常州市武
进国家高新区的新誉集团的核心业
务在轨道交通领域，拥有500多项专
利；中移（苏州）软件公司，员工平均
年龄31岁，80%以上为研究人员。

我市是民营经济发展活跃的地
区，但有高原缺“高峰”，行业内具有
广泛影响力、在产业链上具有较强带
动力的领军型企业还不多；尽管全市
已经形成六大千亿级产业板块，但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快，缺乏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核科技企业。

尽管我市一直牢牢抓住大项目，
也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推进，但考察
中，差距变成了直观的感受，这让代
表团成员倍感压力。差在哪里，下面
怎么做，成了大家一直在讨论、思
考的话题，对抓大项目有了更强的
紧迫感。

就在10日，崇川区2020年重特
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崇川经济开
发区举行，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悉数
到场。刚刚参加完考察的市委常委、
崇川区委书记刘浩表示，将强化“大
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工作导向，聚焦
高端、主攻重大、狠抓落地，持续深化
招商引资突破年行动。

更大格局全方位融入

南通与苏南三市，同饮一江水，
人缘相亲、情缘相通。随着交通的互
联互通，没有了空间上的阻隔，南通
和苏南联系更加紧密。（下转A2版）

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聚焦大项目
奋力打造千亿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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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国家、省科技大奖量质双突破，其中
两家企业作为第一承担单位获省一等奖——

““创新因子创新因子””激发转型动力激发转型动力
““创新养分创新养分””孕育南通创造孕育南通创造

A3

办事群众聚集堪忧
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还没到松懈的时候

A5

记者记者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传染性如何？会不会引起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无症状感染者
焦点问题透视

■A8观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