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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庚子年六月小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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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晴到多云，局部有
阵雨 最低温度 27℃左右 最高温
度35℃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激扬争先动力，澎湃决战激情。昨天召
开的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发出了进一步
解放思想迎难而上、决战经济总量“过万亿”
的动员令，吹响了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力开拓“强富美高”实践新境界的冲锋号。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和严峻的发展
环境，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争当先锋，
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当前，我们仍面临各种风险挑战，
但越是非常时期，越要保持定力、迎难而上，
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
力以赴决战经济总量“过万亿”，奋力开拓

“强富美高”实践新境界。

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必须坚定
遵循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决战“过万亿”，决
不是唯GDP论，也不是好高骛远，更不是数
据注水，而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取得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成
果。坚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
起落子布局、一体推进落实，集中解决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实施江海联动发展，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南通发展
的最鲜明底色。

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必须始终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刻把握稳中
求进的内在要求，细化落实“六稳”“六保”工
作举措，着力夯实“稳”的基础，稳住实体经
济这个基本盘，不断提高“进”的质效，保护

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蓄经济发展内生力
量，以更加积极的“保”来促进“稳”，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进”。

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必须持续
筑牢重大项目压舱石。不断强化“项目为
王”的理念，突出“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导
向，全力招引一批投资强度高、技术含量高、
带动能级高的重大产业项目，掀起“大项目
突破年”活动新高潮。以大项目托起大产
业，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着
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水平。

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必须全面
贯彻建设美丽江苏新部署。按照省委要求，
坚持“三生融合”，注重“三沿”联动，创建让
生活更美好的美丽宜居城市、让市民更向往
的美丽田园乡村，充分展现江海南通自然生

态之美、城乡宜居之美、人文特色之美、文明
和谐之美，打造美丽江苏南通样板。

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必须充分
激扬比学赶超精气神。大事难事看担当，考验
面前见精神。面对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的
大战大考，要拿出最好的状态，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比学赶超。在“比”中增动力、“学”中
强本领、“赶”中争一流、“超”中提质量，在开
拓发展新境界中大显身手、奋发作为。

应对困难挑战，唯奋斗者进，唯奋斗者
强，唯奋斗者胜。回首过去，最可贵的是奋
斗；展望未来，最可靠的仍然是奋斗。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
勇往直前、埋头苦干，决战“过万亿”，夺取

“双胜利”，谱写新篇章！

决战决胜“过万亿”开拓发展新境界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周

伟）7月29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统
战部长座谈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总结交流上半年工
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推动
全市统战工作争先进位，为南通高质
量发展多作贡献。市委副书记、统战
部部长沈雷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总结上半年工作成绩和分析当
前形势的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今年统
战工作的目标定位：在全省争先进位、
为全市多作贡献。在全省争先进位，
就是要在全省综合考核中夺取更高名
次，力争进入第一方阵。为全市多作
贡献，就是要紧扣南通高质量发展大
局，为夺取“双胜利”发挥统战优势、贡
献统战力量。

在听取各县（市、区）的交流发言
后，沈雷指出，全市统战系统上半年工
作有抓手、有创新、有亮点、有成效，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战大考中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过
硬的成绩单。 （下转A3版）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至8月1
日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
市委委员50名、候补委员7名。市纪委委员、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基层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代表和党员民营企业家代表列席会议。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精神，认
真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要求，总结分析

上半年工作，观摩和点评项目建设情况，部
署推进下半年任务，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解
放思想、迎难而上，决战经济总量“过万亿”，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拓“强富美
高”实践新境界。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落
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疫情防控巩固稳

定,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跨江融合步伐加快,
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全面小康成色更足,党
的建设持续加强,应对大战大考有力有效，
取得了显著成绩。

全会指出，经济总量“过万亿”是我市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最为精彩的注脚。越是非常时期，越要立
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举、建非常之功。决战“过
万亿”，开拓新境界，彰显我们以什么样的担当
扛起责任使命，体现我们以什么样的本领实现

化危为机，反映我们以什么样的答卷回应群众
期待，展示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迈进“十四
五”。要深入贯彻“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
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充分释放
南通发展的巨大潜能和强大动能。

全会强调，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
要坚定遵循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取得经得起
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下转A2版）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加快促进
消费流通扩大商业消费的实施意见》。省政府
7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意见》进行解读。

《意见》围绕促流通扩消费开展“146”消
费提振行动，即围绕“品质生活·苏新消费”一
个主题，坚持省市县、政银企、线上下、内外贸
“四个联动”，扎实开展消费促进提振、流通布
局优化、市场主体壮大、消费品牌培育、创新

转型发展、消费环境营造“六大专项行动”，共
推出25条政策措施。

25条政策措施包括举办127场品牌系
列促进活动、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提振家电等
大宗商品消费、拓展出口产品内销渠道、打造
便民消费圈等。

江苏开展“146”消费提振行动
25条新政促流通扩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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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汤晓峰 卢兆欣 朱文
君）7月31日至8月1日，中国共产党南通
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举
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
精神，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要
求，总结分析上半年工作，观摩和点评项
目建设情况，部署推进下半年任务，动员
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迎难而上，决
战经济总量“过万亿”，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力开拓“强富美高”实践新境界。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徐
惠民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晖点评2020年上半年全市项目建
设情况，部署下一阶段项目建设工作。

全会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两
手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疫情防控巩固稳定，经济运行企稳回
升，跨江融合步伐加快，城乡面貌不断改
善，全面小康成色更足，党的建设持续加
强，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上半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64.4亿元，增长
2.0%，增速全省第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工业应税销售等指标增幅全省第一。
成绩来之维艰、极为不易，需要倍加珍惜。
应对空前挑战的奋斗实践，使我们更加深
切体会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
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行动指南，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
最大优势，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争当
先锋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硬核力量，
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攻坚克难
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信心底气。

全会指出，经济总量“过万亿”是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最为精彩的注脚。越是非常时期，

越要立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举、建非常之
功。决战“过万亿”，开拓新境界，彰显我
们以什么样的担当扛起责任使命，体现我
们以什么样的本领实现化危为机，反映我
们以什么样的答卷回应群众期待，展示我
们以什么样的姿态迈进“十四五”。决战

“过万亿”，开拓新境界，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落
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深入贯彻“全方
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把信心转化
为应对复杂形势的战略定力，转化为咬紧

牙关、奋力登攀的顽强意志，抓住机遇、攻
坚突破，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把“强富
美高”新南通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要坚定
遵循新发展理念指挥棒，坚持把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一起落地布局、一体
推进落实，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南通发展的
最鲜明底色；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着力夯实“稳”的基础，不断提高“进”
的质效，促进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持续
筑牢重大项目压舱石，全力招引一批投资
强度高、技术含量高、带动能级高的重大
产业项目，以大项目托起大产业，着力提

升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水平；全面
贯彻建设美丽江苏新部署，坚持“三生融
合”，注重“三沿”联动，打造美丽江苏南通

样板，充分展现江海南通自然生态之美、
城乡宜居之美、人文特色之美、文明和谐
之美；充分激扬比学赶超精气神，在“比”
中增动力、“学”中强本领、“赶”中争一流、

“超”中提质量，在开拓发展新境界中大显
身手、奋发作为。

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中央
和省委最新部署要求，认真落实省委书记
娄勤俭来南通调研讲话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困难再多、既定
目标不动摇，压力再大、争先追求不动摇，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全力完成
下半年各项目标任务。重点抓好以下八
个方面：一是慎终如始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严格常态化防控措施，确保疫情“可知
可控、精准防控”，绝不让来之不易的大好
局面发生逆转。二是全力以赴赋能经济
回升向好，突出项目带动、创新引领、市场
循环，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推动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三是乘势而上提升城市发
展能级，抓住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区划变更契机，深入谋划城市发展格局，
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力打造通州湾
新出海口，深化江海市域快线、新机场轨
道快线规划研究，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
力。四是更高水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统
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更好发挥开发园区
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推进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跨江融合发展、南通国际家纺产业
园区高水平发展，以改革开放应对变局、
开拓新局。 （下转A2版）

中共南通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举行。 记者 丁晓春摄

决战“过万亿”，夺取“双胜利”，奋力开拓“强富美高”实践新境界

中共南通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举行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徐惠民王晖讲话

伏季休渔部分“解禁”
启东221艘渔船出海开捕

■A3看南通·要闻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2020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争先进位 多作贡献

全市统战部长座谈会召开

筑牢重大项目“压舱石”
决战经济总量“过万亿”
——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