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赵勇进 通讯员吴薇） 9月 14日至15
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在四川省成都市召
开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验交流现场会。海安市委书记顾
国标作为全国唯一的县级代表，应邀做了题为《三十二载接
续奋斗八千里路风雨兼程 教育合作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的交流发言。

32年前，海安宁蒗两地达成教育合作的协议，海安先后
派出10批281名教师从黄海之滨来到彩云之南支教，开创了
教育扶贫、民族团结的“宁海模式”。顾国标表示，今后海安将
把与宁蒗的教育合作拓展到经济、人文、旅游等各个领域，和
宁蒗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走
向富裕小康之路。

近年来，海安以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为抓手，
紧扣“服务管理好海安常驻和流动少数民族同胞，发挥资源优
势支援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两大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2019年，该市被国家民委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全省唯一。

海安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经验交流
现场会上作交流发言

教育合作架起民族团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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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佳美）我市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持底线思
维、突出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打好脱贫攻坚
战。市扶贫办昨透露，我市扶贫攻坚取得五大决定
性成果。

2019年初在库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脱
贫，达到人均纯收入7000元/年的标准。建档立卡
人口实现100%参保登记、100%为其代缴全部最
低标准养老保险费、100%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全市签约家庭医生和电子健康档案达到

98%以上。
经济薄弱村脱贫成效明显。数据显示，我市

13个省级、92个市级经济薄弱村集体收入均超过
45万元，89个村每村300万元的物业项目建成达
效，60%符合条件的村均建立新型合作农场。“十三
五”期间，全市确定对92个经济薄弱村实行专项扶
持，重点支持经济薄弱村购置物业用房，每个项目
筹资规模在300万元左右。截至2019年底，89个
村的项目已完成，项目形成不动产总面积7.11万平
方米、村均 798.61 平方米；2019 年带来收入
1506.33万元，村均16.93万元。在此基础上，我市
将经济薄弱村扶持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型合作农
场建设工作有机结合，把经济薄弱村全部纳入建设
范围，优先给予政策支持，增强了经济薄弱村增收
和发展能力。

黄桥革命老区富民强村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完
毕。149个村均按每村50万元的筹资标准全部实施
物业项目，2019年收益约6.5%。其中，海安3个镇52

个村实施标准厂房项目，2019年收益率达6%；如皋
11个镇97个村实施物流项目，2019年收益达7%。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落实到位。“两不愁”即稳
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
是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十三
五”期间，我市把农村低保、五保、省级建档立卡户、
贫困残疾人等四类对象作为实施危房改造的重点，
对建档立卡户住房情况重新进行排查定级，目前，
1603户危房全部修缮改造到位。此外，适龄儿童
全部享受政府助学金资助，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中的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2019年，
全市发放政府助学金7708万元，享受资助学生
106400人。

扶贫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机关帮村、干部帮
户”、“阳光扶贫”季度督查体系、低收入人口预测预
警机制等全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支出型
贫困人口救助、基本照护保险、先诊疗后付费等全
面推行。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之年。教育扶
贫，正是南通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的生动注脚。今年教师节，南
通西部支教群体的凡人善举再度引
起各方关注，先行者开创的“治贫先
治愚，扶贫先扶智”的理念已经成为
东西部的共识。

东西牵手 缘起百年

当我们以今天为时间坐标、以百
年前的彼刻为起点，追溯东西部教育
深情牵手“援”在智力的远见卓识，不
由得想到一个人、一份建议。

张謇是南通的一张名片。溯源
南通优质基础教育的根基，人们常会
想起张謇先生；回望用教育支持西部
发展的源头，人们同样会想起张謇先
生。

作为爱国教育家、企业家的典
范，张謇先生倡导“父教育、母实
业”，他以大生实业为后盾，在家乡

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中
国第一所民立中等师范学校、第一所
纺织工程学校、第一所农业学校、第
一所水利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
一所戏剧学校，构建了集学前教育、
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于一体的金字塔式教育架
构，为尊师重教奠定了硬件支撑和人
才基础。

张謇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办
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
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
界的眼光。”在经营南通时，他的目光
已远远投向西部。

1913年，27岁的甘肃青年牛载
坤从京师大学堂测绘科毕业，未及回
乡便邀约志同道合者南下寻找救国
之策。在南通，他参观了南通师范和
大生纱厂，见到了年长33岁的张謇
先生。会面时，牛载坤谦虚地执弟子
礼，然而，张謇赞赏牛载坤胸有宏图，
以朋友身份相待。在回答牛载坤之

问时，张謇说：“西部的发展与建设应
首先重视教育。”这席话成为牛载坤
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回到家乡后，
牛载坤创办了多所学校，并对家乡教
育发展做出了规划，其间，张謇先生
应邀为牛载坤家乡的学校书写“树风
学校”的匾额，并以通州师范“坚苦自
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相赠。此后，
牛载坤为西部的教育事业作出诸多
开创性贡献。

20世纪90年代，张謇故里与牛
载坤的家乡甘肃康乐再续前缘。经
众多江海志愿者牵线，形成以虹桥二
中为主体，包含西部送教、专项捐赠、
培养教师等多种方式的教育教学交
流，为西部脱贫贡献了南通力量。虹
桥二中“情系西部”特色活动发起人、
第一届康乐班班主任、康乐教育基金
会秘书长朱国云介绍，今年是虹桥二
中“情系西部”特色活动开展的第21
个年头，康乐县每年选派优秀贫困学
生到虹桥二中免费就读，学子们大多

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当地的省重点高
中，多人进入全县前十名。他们在改
写自己人生轨迹、改变家庭命运的同
时，也改写了康乐县的教育史。

并肩作战 桃李芬芳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智
上。

新时代南通支教首创于宁蒗，攻
坚于西藏，收获于西部。在东西部对
口支援中，南通优质基础教育已经成
为援陕、援甘、援宁、援青、援新的主
力军。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
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有效途径。在全力打好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
南通教育西部支教也已悄然形成教
师群体、校长群体、志愿者群体三
个品牌。他们聚焦基础教育，实施
组团式支教，促进了西部区域教学
质量整体提升。 （下转A8版）

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脱贫
我市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果

西部支教，为脱贫攻坚注入“南通力量”
“致富路上的南通优质基础教育”系列报道③

市区七项财政金融产品增信资金池达市区七项财政金融产品增信资金池达55..22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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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昨天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晖带领市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和安全专家，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突击
检查市区部分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相关部署要求，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面加强危化
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不断提升全市危化品
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来到中国石化南通工农南路加油站，
“储罐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卸油过程如何
做到安全、环保？”王晖详细询问加油站安
全生产工作、安全隐患排查等情况，仔细查
看消防器材、卸油口等设施和重点部位。
他指出，加油站是能源供应的重要渠道，也
是防火、防爆重点单位，要加强日常检查，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处理突发事件能
力，保障加油站的安全运行。

南通千象仓储有限公司是一家仓储液
体化学品企业，去年底，国务院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督导组到该企业现场检查，指出6
个方面存在问题，企业立刻停业整顿、迅速
对照整改，目前已恢复生产。在企业中控
室，王晖仔细询问国务院督导组问题整改
完成情况，他叮嘱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对督导指出问题进行“举一反
三”，定期排查隐患，及时整改到位。

位于天生港街道的南通港闸液化气罐
场有限公司专门从事瓶装燃气生产和销
售。王晖一行在“二道门”前按规定接受安
全知识教育、触碰人体静电消除桩后进
入。“企业共有多少民用和非民用客户？所
有客户是否建立实名制档案？上门入户检
查了多少家？”王晖在了解企业运营管理情
况后指出，要严格遵守新出台的《江苏省燃
气管理条例》规定，建立健全用户服务信息
系统，加强用户安全知识宣传，积极履行入
户检查职责，有效防范和遏制液化气安全
事故的发生。王晖要求，市相关部门要组
织力量，对全市燃气用户连接软管、减压阀
等用气关键部件进行全面排查，存在安全
隐患的要及时维护和更换，确保用气安全。

南通绮辰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和罐式货物运输，
王晖通过企业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随机
调取在途车辆的实时监控画面。他指出，企
业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车辆
动态监管，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坚决杜绝
疲劳驾驶；市交通运输及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
数字化手段，增强精准监管能力，有效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检查中，王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把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作为“硬任务”和“必答题”，以守
初心担使命的实际行动全面防范化解危化品行业系统性风
险。要提升本质安全，大力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
符合产业规律、绿色生态环保、产业链条完善的化工产业体
系。要强化责任落实，推动企业把安全生产职责明确到具体
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地落实。

市政府秘书长陈俊参加检查。

王
晖
﹃
四
不
两
直
﹄
检
查
危
化
品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压
紧
压
实
责
任
链
条

提
升
本
质
安
全
水
平

圆梦清华的启东农家“排球丫头”樊文艳：

不管到哪里，不负韶华拼搏进取
A6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16日出版的第1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
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要强
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
大风险。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
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

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文章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更精准更有
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
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
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 （下转A8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一箭九星！
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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