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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转多云 最低温
度2℃左右 最高温度13℃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电瓶车‘飞线’充电存在安全隐
患，充电桩建设要是能放在老小区改
造项目里就好啦。”“前两天，我反映的
洒水车一大早洒水造成路面结冰，容
易让人摔倒，这两天已经调整时间啦，
点赞！”

近日，如皋市文明城市建设指挥
部会议室里，一场和社区居民直接对
话的恳谈会开得热热闹闹。去年12
月份开始，为更好完善 2021—2023
年度如皋市高质量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从重点部门、农村乡
镇、街道社区负责人，到热心网友、
市民群众，不同对象不同地点，看现
场听建议，这样的恳谈会已经召开
12场次。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
作为苏中苏北唯一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的县级市，如皋高质量文明城市建设
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蹄疾步稳，勇毅
笃行，持续打造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
新高地。

“日常化”，文明实践触手可及

上月末，2020年10月、11月如皋
好人、长江镇好人评选结果揭晓，他们
中有坚守数年的公益顺风车车主，有
省下退休金自费修建水泥路的退休教
师……虽然职业不同，年龄有差，但这
些好人都是百姓的身边人。

当天的颁奖典礼上，好人们身披
红绶带，走上红地毯，在签名墙留下签
名，每个人都是“明星”。如皋不断丰
富好人“授奖杯”“免费检”等多重礼
遇，学好人、当好人的氛围不断加强。

将“好人现象”放大成为“好人
效应”，去年如皋累计评选表彰月度
如皋好人73人（组），建立城乡好人
文化阵地300多个。替子还债的古稀
老人丛慧玉当选中国好人，用奋斗定
格最美青春的优秀检察官刘涛、保护
群众安全撤离险些被洪水卷走的95
后战士冒小驰、28年不离不弃带着
公婆改嫁的好儿媳冒建芳、40年悉
心照顾姑姑的仁义侄子吴云华当选江
苏好人。

文明直抵人心，需要“触手可及”
的感知。在如皋城乡，“文明·如皋年”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等100多幅带
着本土芬芳的特色公益宣传画随处可
见；依托如皋文明网、“文明如皋”微
信、微博，近1000条精心编发的各
类专题暖心推送；2000余场道德讲
堂活动线上线下齐发力，正能量场愈
发强大。 （下转A4版）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实习生冯
秋韵）昨天上午，在收听收看全国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全省安全生产
暨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召
开续会，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等相
关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全国和省会议要求，始终保持战
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以更
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从早

从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年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

王晖强调，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清醒认识当前我
市复杂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毫不松
懈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如履薄冰
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防范措施
要再严实，在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各项
工作的基础上，着力抓好危化品、道
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
的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隐患

排查治理，杜绝发生较大以上事故。
安全责任要再压实，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以及“三个必须”的要求，集中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严格执行应急
值守等各项制度，坚决扛起“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的政治责任。

王晖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
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
施，切实加强冷链食品、进口货物等

监管检测，深入细致做好节日期间来
通人员和离通返乡人员的排查工作，
全面落实返乡人员出行前7天核酸检
测、全民抗疫“十要十不要”等要求，
严防疫情反弹，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要精准把握、主
动防范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妥善解决
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问题，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

市领导单晓鸣、赵闻斌、王洪涛、
陈晓东、潘建华、王晓斌、高山、陈宋
义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刘璐） 记者近日从市工信局了解到，
2020年南通市工业互联网（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创新试点
示范企业名单公示，南通中集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南通大地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0家企
业入选。

此次认定的企业不仅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
础，在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方面有研发基础或技术储备，且具
有较强的融合创新能力，在创新模式、实施路径、应用推广等
方面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已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具有较好
的应用效果。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聚焦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方案、企业上云
等，遴选一批试点示范项目，推动企业利用云计算加快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业态和
新模式，增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动能。

2018年以来，我市已有114家企业被评为南通市工业互
联网（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创新试点示范企业。

本报讯（记者沈樑）昨天早上7
点，我市高三学生陆续来到新高考适
应性演练考点前，等待入场。数据显
示，我市共有2.8万人参加本次演练，
全市共设有22个考点，986个考场。
其中主城区新增田家炳高中考点，使

得主城区考点增至4个。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和高考相

比，新高考适应性演练考点前，几乎
没有家长在送考后逗留考点外。有
相当一部分考生是独自前来，未有家
长陪同。

据了解，我省开展适应性演练
是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涵盖评
卷、统分、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及
投档等多项工作。开展新高考适应
性演练的目的是帮助高中学校了解
新高考的考察理念，帮助考生了解

新高考试题风格、熟悉志愿填报规
则，帮助招生院校了解和熟悉新方
案下招生计划编制及网上录取流
程。省教育厅表示，适应性演练属
于模拟测试，模拟录取结果将不向
考生公布。

王晖在全市安全生产暨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 筑牢底线防线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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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适应性演练考试开始
全市设有22个考点，986个考场

2020年市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试点示
范企业名单公示

我市40家企业入选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3
日称，经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目前全国货运网络运
行总体正常，北京、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疫情重点地
区民生物资运输基本畅通。

近期河北等地疫情发生后，有关地区强化疫情
防控措施，一些地方出现对河北籍车辆劝返、防疫
检查站严重拥堵、货运车辆进京不便等问题，给生
活物资供应保障带来一定影响。

据介绍，为切实保障运输物流畅通，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以及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邮政局

印发有关通知，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取消
对货运通行的不合理限制，及时公布防疫检查措施
和通行条件，优先保障民生物资车辆通行，落实司
乘人员返回检测不隔离，畅通邮政快递服务“最先
和最后一公里”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生活物资保
供企业和运输物流企业前期反映较多的问题得到显
著改善，进京、进冀鲜活农产品车辆数量保持稳
定，各地粮油肉蛋奶果蔬等生活必需品运输供应有
保障。

“县政府出钱为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消除了安全隐患。”23日傍晚，家
住浦发领秀城小区的曹先生下班后，
把电动车推进“集体宿舍”，扫码充
电。去年，如东县投资2000多万元，
在70多个小区，新建车棚，安装充电
装置3600套。

“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追求，构建生态环保和民生建设双
保障格局，实现生态利民、发展惠民。”
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慧宇说，去
年，全力办好县人大代表票决的十大
类民生实事项目，民生投入占公共财
政支出比重达到80.5%，人民群众和

人大代表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走进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东

军休所小区，去年8月实施改造工程
后，居民楼墙面楼道粉刷一新、管网更
新、绿化出新，增加了停车位，安装了
监控、路灯，特别是雨污分流管网建设
后，下雨天下水管道不再堵塞。

去年，如东县人大代表票决把城
市提升、污水处理、道路畅通、教育优
化、关爱利民、创文惠民、乡村宜居、安
全环保等10大类列为2020年度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港汇小区等6个老小
区改造，进入城市提升项目的清单，竣
工后，住在王彭新村的居民冯斌说：

“过去小区空中挂着蜘蛛网，地下地面
堵得慌，绿化带变成菜园子，改造后堵
心的事少多了，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到
我们心坎上了。”部分无物业老旧小区
背街小巷，一到夜晚就昏暗不堪，如东
路灯管理所启动路灯安装延伸工程，
把“光明”送到百姓家门口。

绿道、绿地、健身点，沿着如泰运河
南岸向前延伸，站在经编桥上，记者看
到废旧厂房和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不
见了，已经变成市民休闲的生态公园。

如泰运河、掘苴河、掘坎河贯通如
东县城，过去是建材、煤炭堆场和倒闭
废旧厂房的集中地，堆放着各种垃圾，

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前年，如东县委县
政府拉开了“三河六岸”河道整治大
幕，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中标后，分片
全速高质推进。去年，作为城市提升
项目，完成投资4.5亿元，河道淤泥搬
家，沿河垃圾清走，绿化景观带沿河延
伸，铺开“城依水、水抱城、水城一体”
生态画卷。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不仅惠及城市
居民，而且让广大村民得益。“家一样
的温暖，亲人般的医护”，这是在首批
定点照护服务机构如东申丞护理院享
受长期照护服务的失能老人儿女赠送
锦旗上的两行字。 （下转A2版）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十大类民生实事项目——

如东民生投入占公共财政支出超八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民生物资运输

畅通物流网络保障稳定供应

鼓励企业外地员工
就地过节

通州湾示范区每人补贴700元

送餐到家 网上“备”年货

就地过年
也要把年味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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