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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 最低温度
28℃左右 最高温度36℃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
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11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
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
誉称号。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可歌
可泣的先进典型。为了隆重表彰在这一斗争中作出杰
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
崇高品质，根据宪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关于授予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士国家最高荣誉，有利于大力宣传抗疫英雄的卓
越功绩和光辉形象，强化国家尊崇与民族记忆；有利
于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利于充分展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不畏艰
险、愈挫愈勇的民族品格，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党心
军心民心。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
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
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
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
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
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
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
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此后，习近
平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刚性
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
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
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
象，并针对部分学校存在食物浪费和
学生节俭意识缺乏的问题，对切实加
强引导和管理，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良
好美德等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
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采取
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
施，大力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
费”现象有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
烈的公款餐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
制。同时，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
然存在，有关部门正在贯彻落实习近
平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实施更有力的
举措，推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制止餐饮
浪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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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区域板块这样干

把北沿江高铁、通州湾新出海口吕四起步港区等重点工程
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转化为“强大引力”——

“海安大米色泽透亮、形如玉粒，
真不错！”“这个河豚干很好，晚上回
去熬汤喝。”昨天，海安市智慧农业与
农产品电商群里很热闹，不少拿到农
产品的市民晒出了网购的食材。

上世纪80年代，海安在农副业
生产上创新实施“种植、养殖、加工、
走向市场”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
创造出“百万雄鸡下江南”壮举。如
今，海安探索农业发展新战略，运用

“互联网+”模式，做亮一只茧、做优一

粒米、做精一枚蛋、做活一条鱼，为农
产品打开销路，同时也把优质农产品
送上市民餐桌。

一只茧，孵出百亿产业集群

5月31日，海安各茧站收茧窗口
前挤满了前来售茧的蚕农，装满蚕茧
的袋子、竹篮，一个挨着一个，排成长
龙。茧站内，工作人员过磅、验茧、开
票、结算，有条不紊。村民吴琪脸上
满含喜悦，他说：“今年一共养了3张

纸的春蚕，产茧150公斤，比去年增
加两成，收入6000多元。”

经过40年的发展，海安在全国同
量级茧丝绸产量无出其右，丝绸及衍生
产品更是一枝独秀，成功培育出在全国
茧丝绸行业领军的本土企业鑫缘集团。

“同样的蚕茧，普通茧丝绸企业
只能达到4A级，而我们却能产出6A
级生丝，直供爱马仕。”鑫缘集团运营
总监、教授级高工陈忠立介绍。鑫缘
集团在国内行业中首创“公司+基地+
农户+工厂+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化
模式，发展订单农业，让“丝路”成为真
正的富民之路，给蚕农吃下“定心丸”。

这几年，海安建立了127个蚕业
专业合作社、229个蚕业家庭农场、
169个蚕业联合体农场。2019年，海
安茧丝绸产业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
蚕农蚕茧收入2.1亿元以上。

一粒米，形成二十亿元产值

“海安大米煮出来的饭口感黏
糯、香气沁鼻，吃了一次就再也忘不
了。”假日来海安休闲旅游的上海人
日益增多，游玩之余总想买上几件土
特产，而“龙顺大米”乃必选佳品。

“农场采用绿色水稻种植技术规
程，减氮、减药，精确灌溉、精确栽
培。”8月初，走进俞万家庭农场，农场
主于清荣正驾驶着一台插秧机在田
里来回作业。一番忙碌，10亩水稻秧
苗栽插完毕。

海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臧忠介
绍，海安大米种植基地已经实现品种
选用、技术培训、用药品种、肥料配方、
收购加工、品牌销售“六统一”，并建立
质量可追溯机制，从源头保障品质。

（下转A3版）

本报讯（记者张烨 通讯员张涛）昨天，记者从市委组织
部获悉，“党课开讲啦·江海先锋”活动启动1个月以来，我市
各级党组织坚持理论高度与日常温度相结合、参与广度与拓
展力度相结合、历史厚度与时代态度相结合，努力探索讲党课
的创新模式，让党课焕发新生机，增强了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进一步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截
至目前，全市已有6419个基层党组织开讲党课，累计组织开
讲党课7133场次，参与党员20余万人次。

上个月，市委组织部按照中组部及省委组织部相关要求，
结合我市江海党建“四大工程”工作安排，在全市启动开展

“党课开讲啦·江海先锋”活动。活动要求，党课要突出学
习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坚定理
想信念、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践行初心使命，结合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等一线的生动实践和先进事
迹，为广大党员和群众补足精神之“钙”，坚定信念之“基”，
把稳思想之“舵”。

活动中，我市各级党组织通过身边故事、榜样力量，紧密
结合各地实际，不断提升党课内容精准化水平，实现党课对党
员群众的精神洗礼和温润滋养。 （下转A2版）

奋力书写“双胜利”的“启东答卷”

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
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
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
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
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

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启东交
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上半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0.06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6%，增速高于全
省、全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
工业比重达51.8%，列南通第二；完成
服务业应税销售308.4亿元，同比增
长29.7%，增幅列南通第二；实际利用
外资2.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完
成率和增幅均列南通第一。

8月6日召开的中共启东市委十
三届九次全体会议提出，全市上下要
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全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奋力
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双收官”，高起点建设新
时代美丽启东。

以高水平项目建设
支撑高质量发展

昨天，吕四起步港区2+2码头建
设现场一片繁忙景象。目前，项目建
设水陆并进，陆域展开大面积机械作
业，水域打桩船和绞吸船也已进场。
项目规划建设4个10万吨码头和后
方堆场，总占用岸线长度1368米，陆

域纵深620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
计年吞吐量为2000万吨。

作为通州湾新出海口起步港区，
吕四港是启东重大项目建设欣欣向
荣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启东树立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导向，掀起“大
项目突破年”活动新高潮，筑牢经济
发展“压舱石”。

围绕“建设世界一流海港、发展
千亿临港产业、打造美丽生态港城”
目标，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沈捷说，吕四港经济
开发区将以“起步即冲刺”的精神状
态，牢牢把握建设江苏新出海口的历
史机遇，加快“六大工程”建设，持续
优化港口功能，全面加强合作运营，
系统谋划吕四港集疏运体系建设。

作为启东全市经济发展的主阵
地，启东经济开发区始终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整合有效资源、破解要素
制约、拓展发展空间，全面提升园区
重特大项目承载力。启东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王春华表示，围绕主导
产业，打造产业集群，狠抓项目建设，
夯实园区产业基础，加快建设“宜居
宜商宜业一体、生态生产生活相融的
现代化园区”。

今年5月，启东配套浦东产业园
在启东高新区挂牌，启动区面积约
1000 亩。启东高新区深入研究浦
东、对接浦东、服务浦东，园区将进一
步加强与上海智能制造、汽车零部
件、生物医药研发等行业的对接，从
而实现产业的特色化、高端化、集聚
化发展。

据了解，启东全力打好以商引
商、靶向招商“组合拳”，着力招引大
项目大产业，确保今年新签约10亿
元以上项目不少于30个，其中20亿
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5个、50亿元以
上项目不少于 5 个、百亿级项目 2
个。与此同时，加大对重大外资项目
的跟踪推进力度，确保全年实际利用
外资不少于3亿美元。

以高起点规划
打造“美丽样本”

7月3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评选
在启东市惠和镇村火热上演，网格
长、老党员、未成年人组成“清洁家
庭”评选小组，挨家挨户对厕所、庭
院、棚舍等细致打分，选出7月“清洁
家庭”示范户。

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
五年树样板”目标要求，着眼美得有
形态、美得有韵味、美得有温度、美得
有质感，该市以美丽宜居城市和美丽
田园乡村建设为主抓手，高起点推进
美丽启东建设，全力打造自然生态与
人文环境相结合、现代都市与田园乡
村相融合、江海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契
合的全域美丽城市，争当美丽南通、
美丽江苏的示范样本。

行走在启隆镇，满目青翠，发挥
毗邻崇明岛的区位优势，启隆镇积极
策应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科学编
制生态专题规划，加快建设启隆生态
保护引领区。启隆镇党委书记薛海
表示，抓住2021年崇明举办花博会
契机，推进启东分会场项目，努力实
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不断厚
植启隆生态优势。 （下转A2版）

以高标准民生工程
让发展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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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

做亮一只茧、做优一粒米、做精一枚蛋、做活一条鱼

海安：唱好致富经 铺就小康路

“三个结合”
让党课焕发新生机

我市“党课开讲啦·江海先锋”活动全面展开

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有序推进

10个公共停车场
已有8个竣工

■A4看南通·民生

昨天，在通州区十总镇
通州绿欣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生产基地，100多亩美人
椒开始采摘，加工、包装好的
美人椒将供应品牌方便面企
业。据了解，在南通农商银
行等银行支持下，通州区采
取贷款扶助等形式支持合作
社，以合作社为载体，带动贫
困户脱贫增收。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