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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有时阴，有阵
雨或雷雨 最低温度24℃左右 最高
温度2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既是国家对一座城市发展
的肯定，更源自广大市民对于城市生活的认可。而市
民的认可程度，在于他们感触到的城市温度。

人们所向往的城市，不是钢筋水泥的丛林，而是
“人”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有充分的就业、良好
的医疗、公平的教育、宜居的环境、向善的氛围。更重
要的是，将“人”作为关注的焦点，处处围绕人、时时为
了人，让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靠拼搏奋斗出
彩、人人互尊互爱、人人享受品质生活。这样的城市，
才是有温度的城市。

城市温度从哪里来？来自党委政府切实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关乎城市发展的各项决
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当前，我市正在创建更高水
平全国文明城市，要落实创建为民的理念，用好文明
城市创建这个释放城市温度的“反应堆”，坚持把人民
的需求和呼唤作为创建导向，以创建成果造福于民、
惠及于民，给人民群众带来可观可感的实惠。

城市的温度，每个个体的感受并不相同。要让更
多普通市民感受温情和善意，并为之生发自豪之情，
就要把创建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赵勇进 通讯员童
轩）7月6日，通州区15个产业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近340亿元，其中10
亿元以上项目3个，涉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装备等多个领域。

这些项目的集中开工，为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
供有力支撑。通州区委书记陈永红
说，通州正以“大项目突破年”活动为
抓手，聚焦“一主一新”产业，加快招
引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强的项目。

当天，通州5个地方集中开工，主
会场设在五接镇恒力（南通）产业园
三期工程开工现场。恒力三期项目
总投资300亿元，规划建设年产180
万吨绿色多功能纺织新材料和65万
吨加弹变形丝生产能力，配套新建企
业专用变电站和能源综合动力中心、
研发中心等。建成后，将形成年生产
300万吨高端纺织产品和105万吨加
弹变形丝的能力；投产后，年销售可
达500亿元。该项目将为通州高端

纺织产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恒力（南通）产业园总经理柳敦雷

表示，项目将继续发挥规模化、差异化
优势，在原有产品、技术、研发、设备、
配套等基础上，着力全方位开发新型
高分子纺织用、产业用、工程用、家用
等各领域新材料，努力建成高端纺织
集聚区，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化“危”
为“机”，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通州进一步强化靠前服务的意
识，健全完善全程代办、挂钩联系、常

态走访等工作机制，为企业发展和项
目建设提供全过程的保障、精准化和
高质量的服务，让投资商创业顺心、
生活舒心、发展安心。

在南通高新区恒邦供应链项目
开工现场，该集团亚太区执行董事
Michael Lane说：“由于南通高新
区各级部门的支持和帮助，项目得
以如期建设，今年底，一个符合高
新区产业导向的高端产业园区将在
这里出现。” （下转A3版）

为切实抓好国务院督导组反馈问题
整改，针对江苏省化工行业特别是“小化
工”存在的突出问题，省委省政府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决定在全
省范围集中开展违法违规“小化工”百日
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南通市集中开展
违法违规“小化工”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从5月20日至8月底，我市分三个阶段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违法违规“小化
工”专项整治行动。在刚刚结束的排查
摸底阶段，我市共排查201090家企业、
小作坊、小窝点，发现违法违规“小化工”
86家，下达关闭、停产指令17份。

彻底清查，从源头消除隐患

“违法违规‘小化工’一般地点隐蔽，
安全环保方面投入少，存在较大风险隐
患，极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市应急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组织开展“全覆盖、零容忍、严
执法、重实效”的“小化工”违法违规行为
大排查大整治，我市将彻底查清“五个有
没有”，即辖区内有没有属于“四个一批”
专项行动中漏查漏报的化工企业；有没
有擅自改变生产经营范围，违法违规从
事化工生产、储存的企业；有没有以挂
靠、租赁和“厂中厂”等方式，违法违规
从事化工生产、储存的企业；有没有利
用闲置、废弃、关停企业厂房以及居民
住房等，违法违规从事化工生产、储存的
企业、单位和个人；有没有利用地处乡
村、偏僻地区、废弃养殖场等，涉及化
工生产的、隐蔽性流动性强的小作坊、
黑窝点。

对排查中发现应列但未列入2017
年全市“四个一批”专项行动名单的化工
生产企业，一律依法立即关闭；对非化工
企业超经营范围从事化工生产的企业，
一律责令其立即停产，立即拆除非法化
工生产装置；对无证无照或证照不全进
行生产的“小化工”，一律实施“四个彻
底”整治，即彻底断水断电、彻底拆除生
产设备、彻底清理厂房、彻底清理生产原
材料和产品，坚决从源头上消除风险。

地毯式排查，不留盲区死角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各地各有关部
门坚持“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排
查方法，对各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地毯式
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下转A3版）

本报讯（记者金帅）7月7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十二
届四十六次主席会议。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娄勤俭对“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的批
示以及在通调研指导协商议事室建设的指示精神，传达贯彻
全省政协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座谈会和省政协十
二届十一次常委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贯彻要求。市政协主席黄巍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沈雷出席会议。

省委书记娄勤俭对全省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
设高度重视，在全省在通召开“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座
谈会之际，作出专门批示：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支持、政协搭台、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着力建设“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室，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取得了助发
展、惠民生、促和谐的明显成效，为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作出
了积极贡献。希望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党对
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下转A2版）

本报讯（通讯员吴薇 储萌 记者赵勇进）昨天，海安市外
贸运行情况出炉，1至5月，该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63.3亿
元，同比增长19.5%，排名南通第一。占南通市进出口总值的
6.5%，同比增加1.4个百分点。

受疫情影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海安通过强化
服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借助保税物流中心平台、鼓励外贸
企业不等不靠等务实举措，全力为企业发展鼓劲加油，保驾护
航。天楹环保设备、金大包装、游龙肠衣、荣威运动等一大批
企业实现逆势增长，成为该市新的外贸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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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常态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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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十二届四十六次主席会议

前5个月进出口总额达63.3亿元

海安外贸同比增长19.5%

通州15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恒力三期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坚持以人为本 释放城市温度
——四论“充分彰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价值”

本报评论员

昨天上午，
首场语文考试结
束后，考生走出
通中考点。当
日，2020 年高
考正式拉开大
幕，南通24934
名考生参考。

顾 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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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卢兆欣）昨天下
午，市政府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
市建筑领域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再
部署动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晖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定力、再
接再厉，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
风，把“百日行动”引向深入，全力推
动治标向治本转变，切实提升建筑施
工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王晖指出，要有“归零再出发”的
心态。安全生产是个易碎品，要持续
强化“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
的意识，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从严从实、抓
常抓长。安全生产不能靠运动战，要突
出制度建设和文化营造，全力推动安
全生产工作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让抓
安全、管安全、保安全真正成为全市
上下的自觉行动。本质安全的拐点
仍未来到，要进一步拧紧地方属地、
部门监管、企业主体等各方责任链
条，打造层层压实、环环相扣的闭环
责任体系，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王晖强调，要有“蚂蚁啃骨头”的
韧劲。安全生产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要持续推进隐患大排查，始终聚
焦危大工程、制度执行、问题整改、非
报建纳管等重点，用好“大数据+网格

化+铁脚板”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发
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确保隐患早发
现、盲区全消除。要持续推进问题大
整改，尚未整改到位的，纳入市级层面
统一督办，确保所有存量问题尽快清
零；新排查发现的，更加突出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边查边改，努力把问题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持续推进安
全大教育，把“企业对职工的三级教
育、岗前培训、安全技术交底、警示教
育、安全技能培训”等，作为新一轮“百
日行动”重点检查的内容之一，确保安
全教育抓细抓实，不流于形式。

王晖要求，要有“习惯成自然”的
追求。要建立长效规范机制，组织开

展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切
实把各项标准规范严格执行到每一
个工程、每一个现场。要营造良好安
全文化，推动各板块、各条线领导成
为安全生产专家，进一步提高各个层
级的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广大职工的
安全生产意识。要加大考核问责力
度，建立施工企业“黑白名单”制度，
大力推进优胜劣汰，切实从源头提升
企业安全管理和施工水平。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单晓鸣主
持会议。副市长陈晓东对前一轮“百
日行动”工作作总结点评，并对新一
轮“百日行动”工作进行部署。市政
府秘书长陈俊参加会议。

王晖在全市建筑领域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再部署动员会议上要求

全力推动治标向治本转变
切实提升建筑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本报讯（记者朱文君）昨天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赴市市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调研。他指出，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相关部署，结合争
创首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合格城市，以实战、实用、实效为导向，
进一步加强数据的归集、整合与融
合，边使用、边改进、边创新，更好
发挥指挥平台“中枢神经”作用，真
正用大数据赋能精准治理、科学决
策、高效服务。

在指挥中心，王晖认真查看了危

化品全流程管理演示，详细询问危化
品品种数量、运输路径、生产环节管控
等情况。他指出，全面精准的数据是
智能应用的基础，要畅通数据归集渠
道，加强危化品生产、运输、仓储等系
统平台对接，做到全过程全要素“一张
图”覆盖、精准化呈现，为安全生产提
供重要支撑。在详细了解指挥中心在
高考备战、长江禁渔、扬尘管控、防汛
抗洪等方面的功能应用后，他说，整合
社会治理资源是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能
之一，要加强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特

别是在监控设施设置上统一规划布
局、统一建设标准，最大限度发挥实战
作用。

调研中，王晖指出，市域治理现代
化指挥中心是集整合社会治理资源、
研判社会治理信息、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于一体的重要平台，要在运行过程
中及时发现问题、加强需求梳理、不断
优化功能。他强调，要树牢“数据为
王”的理念，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
性，加快数据归集，发挥好指挥中心统
筹作用，协同相关业务部门共同完善

数据标准，畅通数据活水；推动数据整
合，加快现有模块的数据穿透，真正实
现全市域政务数据在一个平台上交互
共享；深化数据融合，借助大数据优
势，完善数据分析模型，不断提升城市
运行超强感知、公共资源高效配置、异
常情形及时预警和突发事件快速处置
等能力，为市域治理提供精准数据支
撑和决策支持，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
水平再上新台阶。

副市长张轩，市政府秘书长陈俊
参加调研。

王晖调研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时强调

强化数据归集融合 做优做强“中枢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