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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亮 实习生杨荣臣 通讯员程宇星）昨天
下午，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二次（扩大）
会议暨查纠整改推进会召开，交流各地各单位教育整顿进展情
况，总结全市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各项工作，部署推进下一阶段
工作。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
组长、办公室主任姜永华强调，当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进入
查纠整改环节，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将抓好查纠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深度运用学习教育
成效，坚决打好攻坚硬仗。

姜永华要求，把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深刻认识查纠整改作
为教育整顿动真碰硬关键环节的重要意义，确保查纠整改正确
方向。要动真碰硬，刀刃向内，全面排查政法干警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要着力整治各类顽瘴痼疾，开展问题线索大排查、大
清理、大起底，推动个性问题与共性问题、显性问题与深层次问
题同步解决。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第一副主任高山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烨）昨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葛莱率队来通，检查我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反馈省文明
办近期对南通文明城市暗访发现的有关问题。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陆卫东参加反馈会。

本月初，省文明办暗访组以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对
我市进行了实地暗访。暗访组认为，南通文明创建公益宣传氛
围比较浓厚，一些重点测评点位管理比较有序，窗口服务单位
管理比较到位，群众知晓率、满意度较高，但还存在五个方面的
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管理问题较为突出、街巷日常管理还存在
短板、公共场所管理有缺位、农贸市场管理不到位、一些不文明
行为时常发生。

通报相关情况后，葛莱希望我市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
清单，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深化创建，确保在全省、全国不掉
队，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陆卫东表示，省文明办暗
访与反馈为我市文明城市建设打了一针“清醒剂”，送来了“及
时雨”，让我市认清了自身存在的短板，明确了努力方向。针对
存在问题和不足，我市将思想认识再提升，正视问题埋头干，明
晰机制抓成效，真抓实考严责任，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
作风，做好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夯实基础。

当天，省文明办一行还赴如皋市现场督导通报相关情况。

昨天，南通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南通调查队发布一季度南通经济
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2021年一季度全市生产总
值 251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19.2%，增速高于全国 0.9个
百分点，与全省增速持平；比 2019年
一季度增长 17.5%，两年平均增长
8.4%。总体而言，全市主要指标呈现
持续稳定恢复态势，企业生产形势向
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增长动力较
为强劲，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经济运
行开局良好。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
工业、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一季度，全
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9.7亿元，同
比增长 5.0%，两年平均增长 2.5%。
其中，畜牧业快速恢复。3月末，全市
生猪存栏 126.74 万头，同比增长

75.6%，其中能繁母猪 11.31万头，同
比增长 72.0%；生猪出栏 62.12万头，
同比增长59.0%。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季
度同比增长 32.4%，两年平均增长
15.4%，工业生产增势良好。其中，先
进制造业保持快增，装备制造业和高
技术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 62.4%、
57.8%，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31.1%、
29.3%。

一季度，南通服务业明显回暖，
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9.6%、
32.3%、21.6%。

市场销售恢复性增长
对外贸易持续回升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989.5亿元，同比增长
40.3%，两年平均增长 8.1%。其中，

网络零售快速增长，限额以上网络零
售额 22.9亿元，增长 122.8%，两年平
均增长 80.4%；占限额以上零售额的
比重为 7.2%，比上年同期提高 2.7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一季度南通对外贸
易持续回升，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684.1亿元，同比增长 22.3%。其中，
出口 448.1 亿元，增长 26%；进口
235.9亿元，增长 16%。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 212.2亿元。一季度，机电
产品出口增长 38%，占出口额的
45.7%，比上年提高 4.3个百分点；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29.7%，占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为 45.9%，比上年同期提
高2.6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定
增长，同比增长 17.9%，两年平均增
长 7.1%。其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
通讯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
器仪表制造业增势强劲，分别增长
124%、45.9%和36%。

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CPI温和上涨

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4865元，同比增长14.8%，两年平
均增长8.3%。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7619元，增长13.7%，
两年平均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0273元，增长17.5%，两年
平均增长 8.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为1.72，比上年同期缩小0.05。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0%，涨幅比上年同期收窄3.9个百分
点。八大类商品价格“4升4降”，食品烟
酒类价格上涨2.7%，居住类价格上涨
1.9%，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1.8%，衣着类价格上涨0.8%；其他用品
和服务类价格下降2.4%，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价格下降1.3%，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下降0.8%，医疗保健类价格下降0.1%。
本报记者 唐佳美 本报通讯员 郁婷婷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日前，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集中通报了第一批8个典型案例，披露一批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22日，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全省率先发文，要
求各地各部门防微杜渐，举一反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问题排
查，重点排查与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一致，与现行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相符的情况。

近年来，市攻坚办组织各地、各部门，推进上级交办的1367
件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其中：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 177
个、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540个、省环保督察交办问
题 418个、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 14个、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保审计交办问题 30个、省市人大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 52
个、省政府挂牌督办问题 14个、市委市政府交办问题 122个。
目前，各类问题销号基本“清零”。

市攻坚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要在前期销号的
基础上，认真开展“回头看”，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谨防已经整
改到位，履行销号手续的问题反弹回潮。同时，依据第二轮中
央环保督察重点督察内容，全面梳理近年来重点环境信访件，
查找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明晰整改责任，形成管控措施，
加快推动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梁娜）“区总工会与宁强县
总工会结对帮扶赠书项目中，建议严格规范采购流程，并加强对赠
书后是否用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专项扶持真正惠及于民。”“近
期的‘五一’劳模、‘五四’好青年等推荐评选活动，必须严把资格审
查……”21日，崇川区派驻纪检组工作例会上，派驻第七纪检组反
馈了前段时间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今年以来，崇川区纪委监委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
“监督的再监督”作用，紧盯群团部门的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
将监督“探头”触角向下延、向前伸。派驻纪检监察组针对群团
部门涉及的困难职工帮扶资金、青少年创业就业基金、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侨眷文化事业发展、侨眷帮扶等开展专
项监督，了解扶贫领域和民生领域资金的规模、来源、分配使用
和发放流程情况，监督是否存在资金分配使用随意、“作秀式”
慰问、监管不严、“空壳”项目等问题。对自查和监督中发现的
问题，督促相关部门限时整改并制定防控措施。崇川区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说，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有助于推动工青妇
等部门严格落实相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夯实主体责任。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俞 新 美
江鹤 记 者 陈静）21 日，海门
区第十二届海门弘謇全民读书
节启动，新华书店海门书城同
日开业。

今年第十二届海门弘謇全民
读书节从 4月下旬开始，至 10月
下旬结束，共持续六个月时间。
在这期间，各区镇、部门、学校、企
业、社区、阅读组织都将开展各类
读书活动，既有新时代乡村阅读
季、农家书屋千场主题阅读活动
等规定动作，又有“读书正当时”
好书推荐活动、“榉树下·月季开”
书香农家系列活动、新教育读书
节等创新项目，为群众送上全民
阅读“精神大餐”。

本报讯（通讯员罗晶晶 记者
徐爱银）搭帐篷、安书架、播民谣……
20日一早，如皋市如城街道钱长村草
坪上异常热闹，50多名书友齐聚于
此，共赴一场红色阅读“π”队主题活
动，如城首届“草坪读书节”就此拉开
帷幕。

活动现场，30余本红色书籍与社
科文艺、生活健康、童书绘本等热门
精品书被区分开来，分别放置在红色
阅读和绿色阅读两个书架上，供书友
们任意挑选。此次草坪读书节，是对
如城老品牌“皋城书香四月天”内涵
的延续，也是将“党史学习”与“全民
阅读”理念创新融合，让如城人在阅
读中享受乐趣，于轻松愉悦中汲取知
识与力量。

本报讯 （记者卢兆欣）昨天是
“世界读书日”，也是江苏省“全民阅
读日”，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在南京揭晓第三批书香城市建设
示范市、江苏省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认证项目的测评选树结果并进行表
彰，南通获评第三批书香城市建设
示范市。

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是全省社
会文化建设评比中的重要荣誉，是城
市发展重要的无形资产和战略资源。

2014年，我市对照“书香江苏”
指标体系推动书香城市建设，制定
出台《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加快推进书香南通建设的意见》，
2016年，将全民阅读工作纳入《南通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同年成立南通市全民
阅读促进会。在推进书香城市建设
中，我市注重引领阅读风尚 ，涵养
城市气质，通过固化制度机制，凝聚
社会力量，倡导全民参与，丰富建设

内涵，不断推进书香南通建设高质
量发展。全市居民综合阅读率逐年
稳步提升，从 2013年的 76.70%、全
省第 11位到 2019年 89.32%、全省第
6位（位居苏中苏北第一），增长了
12.62个百分点。2019年居民阅读
状况改由全民阅读指数评价，我市
达到 73.00 分，超过全省均值 1.17
分。2020 年南通全民阅读指数为
75.61，超过全省均值 1.34分，综合排
名上升至全省第四位。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南通在行动

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19.2%、两年平均增长8.4%——

“十四五”首季成绩单靓丽
南通高质量发展脉搏强劲

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第二次（扩大）会议暨查纠整改推进会召开

坚持问题导向 实现整改提升
省文明办来通反馈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暗访情况

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问题排查
我市扎实推进中央、省环保督察相关工作

聚焦群团部门工作重点

纪检监察发挥“监督的再监督”作用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恰是读书
时，不负好春光。4月23日是第26个
世界读书日，昨天下午，第十八届南
通韬奋读书节在南通开发区图书馆
启动，市委书记徐惠民为全市干部、
群众推荐 10本好书。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陆卫东参加活动并宣布读书节
启动。

南通韬奋读书节是我市全民阅

读活动的标志性项目，创始于上世纪
90年代末，先后被中宣部、省全民阅
读领导小组表彰为全民阅读优秀项
目、省十佳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本届
读书节的主题为“书香致敬百年路
阅读追梦新征程”，将组织开展 200
余场内容丰富的活动。

陆卫东指出，要突出“党史学习
教育”主题，广泛开展阅读红色经
典、讲好红色故事、重温红色记忆等

活动，扎实开展全民阅读“七进”活
动，把主题阅读渗透到社会每一个
角落。以读书节为抓手，结合开展
文化惠民、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扎实抓好 200余项重点
阅读活动开展，以品牌活动播撒阅
读种子，以传播推广扩大品牌影响
力。要主动投身书香城市建设，以
读者为本，需求为要，加大阅读设
施、阅读资源供给，打造一批环境优

雅、设施完善、绿色便捷的“城市阅
读新空间”。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还对 2020
年度五星级“韬奋书房”和“韬奋书
吧”负责人、“四星级农家书屋”代表、
第二届韬奋杯“最美阅读空间、最美
阅读人”优秀摄影作品等进行颁奖，
南通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揭牌成立，
喜马拉雅儿童APP（南通活动专区）
正式上线。

书香致敬百年路 阅读追梦新征程

南通韬奋读书节昨启动

海门：

弘謇全民读书节启动
如城：

草坪读书节拉开帷幕

南通获评江苏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

（上接A1版）监管部门将加强个人住
房贷款规模管理，落实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强化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审
查；严肃查处经营贷、消费贷、抵押
贷流入房地产市场行为。

落实属地主体责任
满足多层次的居住需求

《通知》还明确要求，各县（市）、通
州区、海门区要编制本地区“一城一策”

工作方案，并报市政府备案。建立房地
产调控考核问责机制，把“房价指数调
控目标”纳入县（市、区）高质量发展考
核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县（市、区）
党政主要负责人综合评价考核的重要
依据。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不力、土
地和商品住房价格波动大、未能实现目
标任务的县（市、区），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问责。我市还将成立房地产调
控工作督察组，加大对各级各部门贯彻

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力度。
“全市域的土地出让实行‘双控’，

限定地价、房价，兼顾的是三方利益，
即百姓的购房刚需、企业的合理利润
和城市的长远发展。”

“今后，南通在加速建设更高水平
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强化
房地产业的民生保障功能，努力吸引
优质项目和优秀人才，让落户南通的
人才‘居者有其屋’，让老市民、新市民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市住建局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今年我市将进一步
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努力满足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新市民的基本住
房需求；大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棚户
区改造和城市破旧片区更新，着力改
善困难群体和原住户居住条件；扩大
人才公寓建设规模，培育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满足多层次的居住需求。

本报记者 郭小平 蒋娇娇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上接A1版）向北延伸至大生三厂、常乐张謇故里小镇、余东古
镇运盐河、正余通东革命红色记忆馆、海门港新区张謇垦牧公
园等重要节点，是传承张謇精神、弘扬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
张謇文化旅游线路分为精品线路、研学线路，分别为市民畅游
江海和青少年研学教育而定制，其中位于张謇故里常乐古镇的
国家4A级景区张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张謇纪念馆、颐生文博
园等多个景点，游客可以了解张謇先生传奇的一生和张謇爱国
企业家精神的源头。

“张謇故里行”长三角媒体及重点旅行社代表集中采风（体
验）活动同日举行，沿着张謇历史人文记忆轴的重要点位进行
现场探访，为进一步宣传推广张謇文化旅游线路打好基础。此
外，“张謇故里的星空”大型自驾露营系列活动以及海门、太仓
和江阴互为旅游目的地的战略合作同时启动。

海门区打造“张謇故里·诗画海门”

本报讯 （通讯员茅晨华 李卫
亮 记者杨新明）从高标准的城乡书
吧到便捷的微阅读空间再到品牌阅
读“矩阵”，近年来，如东不断从软硬
件方面推进书香如东建设，让阅读逐
渐融入百姓生活。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如东各地推出了一
场场“红色”阅读活动，通过形式多样
的读书形式，引领群众阅读红色经典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据了解，今年如东将以第八届如
东“扶海读书节”为主线，以如东“首届
职工读书节”为依托，做到职工阅读全
年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并
打造好工会阅读推广平台“海洲书
坛”，推动全县各企业、各行业、各社会
群体读书活动出品牌、出特色。

如东：

让阅读融入百姓生活

摄影：
李 凡 罗晶晶
茅晨华 李卫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