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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 最低温度5℃
左右 最高温度11℃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
取得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
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
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
动。

当天上午10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
代表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
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
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
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
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
转化、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
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
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
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
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
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
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
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
动实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
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
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
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
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
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测任
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
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
2020年12月17日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
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
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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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海门区2020年度工业企业百强名单揭
晓，海螺水泥以全年1.1亿元的入库税金总量荣登
全区工业百强企业首位。名单揭晓的同时，2020年
入库税金和应税销售数据也同步出炉：全区工业百
强企业累计完成应税销售475.8 亿元，同比增长
16.3%，总量占全区比重32.3%；实现入库税金19.2
亿元，同比增长2.8%，总量占全区比重57.6%。入
库税金和应税销售占全区比重较2019年实现了“双
提升”。

百强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是海门注重培育工
业大企业，筑牢工业经济“压舱石”的生动缩影。近
年来，海门大力实施“1532”工业大企业培育计划，
通过大项目突破、企业科技创新、企业上市等路径，

推动企业做强做大，加快构建工业大企业梯队格局，
去年6家企业应税销售超20亿元。

海门区委、区政府从体制机制、政策激励、服务
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大项目建
设快提速。去年，全区新开工超10亿元重大项目
30个，在南通项目建设年度考评中名列第二。大项
目快建设，加快了竣工转化，为企业产能快速发挥、
不断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

从刚揭晓的百强工业企业看，出现了21家“新
面孔”。海门开发区大艺机电公司是近年来投入的
重大项目，该企业竣工后不断追加投入，企业产能快
速提升，去年入库税金6706万元，跻身百强企业前
五强。海门港新区的艾郎风电公司是南通市级大项
目，去年全面投产，实现应税销售19.66亿元，入库
税金1528万元，增幅较上年增长数百倍以上。

在大项目突破中培育大企业的同时，海门更加
注重企业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亩均税收考核为导向，
鼓励现有企业加大技改投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力
度，积极开发新产品，全力拓展新市场，努力实现新

发展。
入围的百强企业，去年几乎家家有新投入，企业

的创新能力比较强。光缆起家的通光集团，30年来
专注“一根线”，去年“航空导线”成功入选国家工信
部第五批制造业单打冠军产品，企业还蝉联2020年
度中国线缆行业100强企业、中国光纤光缆最具竞
争力企业10强，去年集团在海门企业实现应税销售
18.87亿元，入库税金5619万元。万高药业公司积
极应对政策与市场变化，花巨资全力开发项目新产
品，构筑了新产品开发链，同时，加大市场营销力度，
去年入库税金高达8452万元。振康焊接机电公司
在巩固提升焊接机械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发工业机
器人，并通过与相关企业联合创新，拓展工业机器人
市场，去年入库税金2001万元。

此次，海门79家企业继续列入百强名单，34家
企业实现了排名的上升，占比达到43%，其中，
大艺机电一举跃至第四位，较2019年上升32个位
次，世泰实验器材、上海建工等10家企业上升超
20个位次。 （下转A8版）

海门工业百强企业去年入库税金和应税销售占比实现“双提升”

培育大企业 筑牢“压舱石”

万物复苏，播种的季节到了，中央一号文件如一股
春风吹拂江海大地。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在‘三农’工作重心从脱
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大背景下，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有重大指导意义。”南
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解读：“新发展阶段‘三农’
工作的使命就是以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起点做
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今年南通的‘三农’工作重点
初步定为‘六个聚焦’，即聚焦夯实生产基础，保障主要
农产品供给；聚焦农业全面升级，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聚焦示范创建行动，全域推进乡村建设；聚焦农村发展
活力，巩固改革创新成果；聚焦农民幸福指数，实施富
民强村行动；聚焦农业绿色发展，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昨天，本报记者奔赴各地采访，勾画了一幅热议中
央一号文件的闹春图。

稳产增效，保障农业产品供给

“小麦根部有些腐烂怎么办？”“春季田管要注意什
么？”扬州大学朱新开教授与海安的种植大户们围坐一
堂聊农事，传授种植技术、答疑解惑。

对照中央一号文件，海安将以稳产增效为重点，加
快发展优质稻麦、现代畜牧、高效蚕桑、生态水产、绿色
果蔬等五大产业，建立海安大米和强筋小麦生产基地，
走“规模经营、健康养殖、加工增值、农牧结合”发展之
路，发展新型蚕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池塘工业化生态
健康养殖、稻田综合种养等新技术新模式，大力培育果
品、蔬菜农业龙头企业，全力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
供，确保粮、油、肉等供给安全，增强应对突发疫情、自
然灾害的能力。

在通州区金沙街道金北村的田梦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瞿炎正在小麦田里察看化除和追肥情况，对于
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很是兴奋：“今年文件持续
聚焦农业现代化，强调粮食安全，这给足了我们信心。”

田梦合作社去年投入100万元新上大米加工线。
“从此，我们合作社可以实现从耕种、收割、烘干到仓
储、加工、销售全链条的一站式服务。”瞿炎介绍。目
前，田梦合作社流转和服务粮食种植面积2000多亩，
年产粮食1700多吨，带动周边89户农民加入粮食规
模种植。 （下转A2版）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新鲜出炉，南通“三农”发力“六个聚焦”——

乡村田野春意闹

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报告显示——

五成企业需招工 薪资水平在提高
新年伊始，为及时掌握我市各类

企业用工现状以及人力资源的需求
情况，市人社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
展了2021年企业用工需求调查，对
回收的 8027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后，形成的报告显示，有近半数企
业都有招工需求，其中民营企业较
多，对新员工的要求和薪资水平都
在提高。

近五成企业有招工计划

据介绍，接受调查的企业共有职
工71.97万人，其中，超过八成是100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500人以上的企

业215家；按企业经济类型分，民营企
业7077家占88.16%，职工人数53.38
万占74.17%，其他为国企、外企和合
资企业；行业分类方面，以纺织服装、
机械装备、电子电器、石油化工、船舶
海工为主的制造业占56.93%，其次是
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仓储和邮政业为主的服务
业，占30.32%。

“这72万职工中，21.35万是外
地人，占总数近三成。”市人社局就
管中心副主任张青说，全部行业中减
员较多的是纺织服装业、电子电气以
及机械设备制造业，而计划招工的企

业有3853家，占企业总数的48%，
计划招工12.56万人，四分之三的需
求来自民企，“目前仍有8万多人的
用工缺口，主要是用于补充流失、新
项目投产等。”

调查报告还显示，有三成受调查
企业计划今年上调薪资，其中有
72.63%来自制造业，以机械及通用设
备制造业为主，该行业新入职人员平
均月薪为4569元。

对学历和技能要求更高

调查表明，我市第二产业的招聘
需求最多，其中制造业的用工需求

比去年上升2.2个百分点，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电子电气、化学化工等
行业；服务行业中需求量较大的为信
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业，分别
占 产 业 需 工 总 量 的 26.74% 和
16.16%。

从企业对招聘新员工的文化程度
要求看，有超过三成的岗位需要大专
及以上学历，这一比例比往年有所提
高，反映出企业对新员工的整体文化
水平要求逐步提升，“但对年龄的限
制在放宽，有两成的岗位甚至没有年
龄要求，这和用工紧缺、招聘难度加
大有着直接关系。” （下转A2版）

本报讯 （记者刘璐）当前，我市着力工业互联网建设，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记者22日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1
月份，我市新增标识注册量 4.06亿，占全省新增注册量 71%，
运营情况全省第一。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作为“新基建”重点领域工业互联
网的核心环节，是实现工业互联网全要素、各环节信息互通的关
键枢纽，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的核心纽带。

近年来，我市工业互联网建设稳步前进，中天互联电子信息
行业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于 2019年在全国率先接入国家顶级节
点。2020年底，海门招商局重工船舶行业二级节点顺利接入国
家顶级节点，进入实质化运营。

据通报，到今年1月份，全国标识注册总量为122.5亿，其中
江苏省标识注册总量为 12.63亿，南通为 10.5亿。目前，我市注
册量占全省 83%，全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累计接入
企业2579家，约占全省90%。

1月全市新增标识注册量4.06亿

工业互联网运营全省第一

通州：全民治水力促河长治
■A2看南通·要闻

骗子冒充班主任收费

开学季，提防网络骗局
■A3看南通·民生

△△专家实地研究专家实地研究
▷▷村民喷药除草村民喷药除草

记者记者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指导意见》明确——
到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
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
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
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

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

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绿
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能
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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