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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全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南通市纪委在各县（市、区）、市级机关、市属单位建立了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月报制度。2020年11月，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如下：

违规收
送名贵
特产类
礼品

违规收
送礼金
和其他
礼品

违规公
款吃喝

违规接受
管理和服
务对象等
宴请

查处问题数 26 1 25 1 10 3 3 2 3 2 2

处理人数 42 3 39 4 10 9 5 2 8 2 2

党纪政务处
分人数

30 3 27 4 7 8 3 2 4 2

查处问题数 411 6 405 10 213 1 44 3 43 28 20 4 30 9 6

处理人数 635 8 627 19 290 1 55 10 61 68 30 4 70 20 7

党纪政务处
分人数

327 3 324 5 120 1 12 8 35 57 19 4 48 14 4

备注

南通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标表
（2020年11月）

时期 项目 总计

级别
问题类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省部级 厅局级 其他

2020年11月

2020年以来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他”问题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其他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
和礼品礼金

违规吃喝

违规操
办婚丧
喜庆

违规发
放津补
贴或福
利

公款旅
游以及
违规接
受管理
和服务
对象等
旅游活
动安排

县处级
乡科级
及以下

贯彻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
署有令不行
、有禁不

止，或者表
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
实差，脱离
实际、脱离
群众，造成
严重后果

在履职尽责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不担
当、不作为
、乱作为、
假作为，严
重影响高质
量发展

在联系服
务群众中
消极应付
、冷硬横
推、效率
低下，损
害群众利
益，群众
反映强烈

文山会海
反弹回

潮，文风
会风不实
不正，督
查检查考
核过多过
频、过度
留痕，给
基层造成
严重负担

2020年11月南通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6起

本报讯（记者刘璐）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促进商业转型升级，
保持消费稳定增长。记者昨天从市商务
局了解到，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流通扩
大商业消费的若干意见》，围绕推动做大
做强、提升消费品质、支持消费促进，从7
个方面制定 11项具体举措，贯彻落实国
家、省有关促消费稳增长文件精神，进一
步增强消费对我市经济的拉动作用。

推动做大做强方面，《意见》提出支
持商贸企业壮大经营规模，支持商贸集
聚平台转型升级，支持电子商务园区建
设，对批发类企业、零售类企业，按照年

销售额及增幅给予奖励，最高达 50万
元；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商品交易市场、
商业综合体等商贸集聚平台孵化带动作
用，对作用突出的给予奖励；对建筑面积
超过 1万平方米，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数
首次达到 30家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楼
宇），给予园区综合运营服务企业 10万
元一次性补助；对获评国家级、省级电子
商务示范园区（基地）的，分别给予 20万
元、10万元补助。

提升消费品质方面，《意见》明确支
持发展品牌连锁便利店和知名品牌商品
首店，支持农贸市场（菜市场）提档升级，
制定相应奖励政策，例如品牌连锁企业

当年在南通新建的 24小时便利店，达到
建设标准的，按其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
费用的 30%给予补助；对拥有国际知名
品牌的企业在我市注册法人企业并开设
中国（内地）首店（旗舰店）、江苏首店、南
通首店，当年销售额达到 500万元（含）
以上的给予奖励等等。

支持消费促进方面，《意见》针对支
持汽车、家电零售企业开展促销活动和
支持商贸物流降本增效助力消费提出多
条具体奖励措施，例如：对年销售额 1亿
元（含）以上且增幅10%（含）以上的限额
以上汽车、家电零售企业，奖励 10万元；
支持城乡高效配送体系建设项目，支持

具有基础性、公益性的物流设施节点标
准化建设与改造，支持绿色仓储、绿色包
装的应用，支持绿色货运配送等。

据介绍，该意见是对原市政府《关于
推进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意见》
中第（十七）条“发展现代商贸”有关政策
的延续和提升，涵盖了批发、零售、物流、
电商等商贸流通领域最主要的部分，覆盖
面更广，针对性更强，兑付更方便，对于
GDP和社消零主要指标的拉动作用将更
加明显。市商务局接下来会根据该意见
制定相关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要求逐项
进行精简，对非必要的申报材料和流程适
当简化，降低企业负担，方便项目审核。

在业内，上海海派菜文化研究院院
长傅骏可以说是位“骨灰级”美食家。
不久前，他慕名到访米歌酒庄，在品鉴

“米歌珍藏”后感叹：这是我喝过的最香
黄酒，它与启东名菜“油浸带鱼”简直就
是绝配！

米歌黄酒，频频“圈粉”，奥秘何
在？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
大米、酵母、曲种、水，决定酒质，而“用
优质原料酿造优美黄酒”，就是米歌人
的追求。为此，对于“米”和“水”这两大
主要原料的甄选，米歌的要求可以用

“苛刻”来形容。中国酿酒大师胡金成
介绍，米歌黄酒的原料精选自五常大
米、里下河大米、崇明岛大米等新鲜优
质大米。其中，米歌精选的东北大米，
产自黑龙江佳木斯富锦等地区，是创始
人易昕带领团队在全国多处比选后确
定的。

“我们采购的大米不用船运，这样
湿气太大。同时，为保证原料新鲜，从

稻谷脱壳到投料酿制，必须在 7天内完
成。如因特殊原因，中途运送耽搁，我
们会直接将米退回去。”胡金成告诉记
者，只有通过新鲜度测试和各项指标
检测合格的大米才能作为米歌黄酒的
原料。

有意思的是，随着持续不断地从东
北采购五常大米，当地大米公司也成了
米歌黄酒的忠实客户，“原以为他们只
是小批量采购、做做样子给人看。没想
到他们实实在在地就用五常大米酿酒，
在原料上如此舍得，品质肯定差不了，
冲这一点，我们就喝米歌！”

除了普通大米，米歌在酿造黄酒中
还选用了优质糯米。这些糯米主要产
自江苏里下河腹地——兴化等地区，均
要求规模化农场基地种植，确保糯米品
质均一稳定。“我们有一款糯米酒，还精
选了产自常熟的黑糯米——鸭血糯做
原料，因为其富含铁、钙等矿物质，被誉
为养血健身的‘补米’，曾被作为古代贡

品。”米歌酒庄生产总监王郁杨介绍，黑
糯米价格高、出酒率低、酿造难度大，极
少被黄酒厂家运用。而米歌的精酿黑
糯米酒，就坚持用鸭血糯为原料。

“我们借鉴了日本清酒的酿造工
艺，坚持严格的甄选标准，将大米表层
的米皮、脂肪层、浅层粗淀粉抛光剥离，
仅选用米‘芯’酿造，这也恰恰符合了我
们用‘心’酿酒的初心。”胡金成给我们
科普：米歌酿酒团队曾专门造访日本知
名的久保田清酒公司，了解到酿酒工艺
最关键的是对于大米蛋白质含量的控
制。米的外层刨得越多，蛋白质含量就
越少，酒的品质就越高。但米芯越小，
酿酒所需要的大米就越多，所需劳力、
时间和成本也就越大。据胡金成介绍，
米歌所有黄酒都是刨去大米外层 50%
以上酿造而成。

黄酒，95%以上的原料是水。净水
酿造，也是米歌黄酒坚持的标准。

普通饮用水在经过石英砂、活性炭、

反渗透等10道生化过滤和软化处理后，
才有资格成为米歌黄酒的原料水。“每一
滴酿造净水均经石英砂去‘浊’、活性炭
去‘味’、反渗透去‘离子’。”王郁杨说，米
歌选用的活性炭是超强吸附性的椰壳活
性炭，虽然成本高，但能有效吸附水中的
有机物、色素、漂白粉、异味。为防止活
性炭吸附的杂质经过摩擦后产生的粉尘
掉落，米歌黄酒还增加了“精滤”这一步
骤，让水质更为清亮纯净。

目前，米歌黄酒在过滤工序上采用
的是著名的洛克公司过滤系统，其核心
部件烛棒等全部从德国原装进口。同
时，过滤机配备国际先进的浊度仪，实
现了系统在线实时监测并自动控制过
滤浊度，确保了米歌精酿黄酒酒体清澈
透明、质量稳定。难怪一位消费者这样
诗意地评价米歌黄酒：一杯杯似琥珀蜜
蜡般清凉通透的黄酒，让人看了就忍不
住想多饮几口……

本报记者 叶国 冯启榕 李波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26日，记者从
南通科技馆了解到，该馆新设的5G+展区
已经布展完毕，将于2021年元旦小长假正
式与通城观众见面。

整个展区秉承“知 5G，向未来”的理
念，坚持打造各展项“看得到、听得见、
摸得着、学得会、讲得出”的展示定位，
涵盖了 5G发展史，5G+智慧医疗、5G+智
慧能源、5G+人工智能，南通 5G建设概
况等内容。

南通科技馆馆长王蕾介绍，观众可以
现场操作，亲身体验 5G动感平台、VR海
底漫游、5G模拟驾驶等项目，更直观、更
深刻地了解我国5G技术对中国乃至世界
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

南通科技馆5G展区仅周末、节假日对
外开放。每日限定24人，分3个时段进馆
体验，分别是 10:00、14:00、15:00。参观者
须实名预约，团体参观提前三天预约。您
可以拨打南通科技馆服务电话83519581，
或到南通科技馆一楼总服务台进行现场预
约登记。近期，南通科技馆官方微信公众
号也将开放预约通道，敬请关注。

南通科技馆特别提醒：为了保障您的
个人安全，老年人及身患高血压、心脏病、
眩晕症等疾病者谢绝体验；禁止身高在
1.4米以下儿童体验，1.4米以上未成年人
须由家长带领参观体验。体验VR展品需
在辅导员引导下进行，请勿擅自操作。 本报讯（记者唐佳美 通讯员崔佳）24日至 25

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并审
议了《南通市2019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中发现主要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对审计整改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

委员们认为，2020年“同级审”中发现的 10个方
面48个问题均落细落实整改，整改工作推进有力度有
效果。

今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发现主要问
题的整改工作，市政府办公室向 32个部门和单位
发出审计整改交办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有
关部门和单位切实承担整改主体责任，按要求逐
条逐项整改，规范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不断
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截至 11月末，整改问题金额
21.47亿元，促进政府投资代建项目资产移交 34.82
亿元，追回公共资产 6.68万平方米,促进增收节支
和挽回损失 0.11 亿元，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0.18 亿
元，推动专项资金 6.26亿元补助到位，制订完善制
度 17 项,对两名责任人员依纪依法处理处分。个
别整改难度较大的问题，也落实了整改责任和进
度安排。

本报讯（记者刘璐）近日，南通外贸中心联合南
通市跨境电商商会、领帆商学院，邀请中国外贸界的
大咖——雷理明，围绕获取资讯能力、市场营销能力、
转化客户能力三个主题，为企业带来一场引发外贸新
思维的专业讲座。

授课现场，南通外贸中心 30 家入驻企业济济
一堂。雷理明首先从 10个方面解读了外贸规划，
随后从 3 个主题展开，在获取资讯能力方面介绍
了如何活用各种外贸“黑科技”采集各种信息；在
市场营销能力方面，用提高一家电影院客单价的
真实案例，生动地讲解了如何打通各方渠道，强调
了推广渠道和时机；在转化客户能力方面，以业务
流程、无法拒绝的商业方案等，为企业做深刻的剖
析解读。

讲座结束后，企业人员踊跃交流学习心得，积极
咨询目前企业经营中所遇到瓶颈的解决方案，现场氛
围热烈融洽。

此次活动是南通外贸中心服务企业的特色活动
之一，旨在整合优势资源，打造良好的跨境生态环境，
充分激发跨境电商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塑造南通
跨境整体品牌。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检查危险物
品从业单位887家次、出租房屋1.5万户，现场整改群
租房安全隐患56个，检查各类单位2741家，排查发现
火灾隐患3151处，查获“三无”船舶41艘。25日，市公
安局通报全市公安机关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首月战果。

11月 23日，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为期一百天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上
级系列部署，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工作，化解风险隐患、
压降事故总量、确保社会平安。

行动以来，全市公安机关立足冬季安全生产
形势，对公安机关安全监管的危化品、群租房、基
层消防、重点目标、公共水域等重点领域发起新一
轮整治攻坚，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
开局之仗。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昨天上午，中国银行南通
鑫乾支行重装开业，标志着中行南通分行首家养老金
融特色网点正式落地。今后，支行将为“银发族”提供
更为便利、更有针对性的“适老”金融服务，真正打通
养老和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据悉，鑫乾支行网点内增设了许多适老化的“特
殊配置”，包括敬老专座、敬老专饮、加大号字体显示
屏、老花镜、暖水袋、应急药箱、轮椅等，同时免费提供
棋室、牌室、会议室等娱乐场所，从多方面满足老年群
体的需求，给他们更多的归属感。

除在硬件设施上为老年人提供特色服务外，省行
为养老特色型支行定制了专属的养老产品，如专属理
财、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资源倾斜等，为老年客户提
供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今后，支行也将定期举办各类
养生讲座、茶艺、花艺、书法等活动以及防范金融电信
诈骗、甄别真假币方法等讲座，丰富老年客户的业余
生活。

推动商业转型 提升消费品质

我市出台11项举措促消费稳增长

走进“米歌”系列报道之三

好米好水，成就米歌上好品质

南通科技馆5G展区元旦开放
参观须提前预约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24日，由中铁十四局承建
的南通轨交 2号线 03标南通火车站站至长岸站盾构
区间左线顺利贯通。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支云 11
号”盾构机，安全穿越7条运营铁路线并将沉降值稳固
在1.1毫米，达到业内施工标准的“零沉降”。

“‘支云 11号’盾构机，由铁建重工设计制造，
为南通城市轨道交通量身打造。”项目负责人师文
明介绍说，这条“钢铁蛟龙”直径 6.44米，比二层楼
还高，长 84米，重 450吨。“支云 11号”盾构机自 8月
27日顺利始发，到 12月 24日破土而出，历时 120天
共推进 1024米。

该盾构区间下穿南通火车站7股道、3站台，属涉
铁项目。轨道公司与施工单位多次同铁路部门沟通
协调，今年 2月 13日收到上海铁路局涉铁批复文件，
从涉铁手续自批文下发到开始注浆加固施工仅历时
190个工作日，速度远超同类涉铁项目。

10个方面48个问题落实整改

南通2020年“同级审”显成效

引发外贸新思维

专家解读跨境电商发展战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攻坚

警方通报首月战果

打通养老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中行南通分行首家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开业

安全穿越7条运营铁路线

“支云11号”盾构机顺利接收

南通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