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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阴有雷阵
雨 最低温度 20℃左右 最高温度
2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2日，江西省于都县、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北京大学等多个地方和单位
举行庄重简朴的仪式，向健在的截至2021年7月1日
党龄达到50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

据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有关同志介绍，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
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颁发工作将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1日，全国将

有710多万名老党员获颁纪念章。首次颁发后，作为
一项经常性工作，一般每年“七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
纪念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径为50毫米，材质为
铜和锌合金，主色调为红色和金色。主章由党徽、五
角星、旗帜、丰碑、向日葵、光荣花、光芒等元素构成。
副章由山河、中国结和红飘带等元素组成，飘带上雕
有“光荣在党50年”字样，寓意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攀高峰、永葆青春。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15分钟就能
到、19个事项办理不超过10分钟……市
医保局1日消息，我市将在全市推动医
保公共服务“15分钟医保服务圈”省、市
两级示范点建设，加快健全完善医保经
办服务体系，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省医保局此前公布的首批省级示
范点建设单位名单中，我市如东沿海经
济开发区（洋口镇）为民服务中心、海
门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如皋市九华镇为
民服务中心等3家单位入选。除高标准
建设省级示范点外，我市还计划在年内
打造15个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
范点。

根据省级示范点建设标准要求，乡
镇（街道）示范点室内服务场所面积要不
少于150平方米，服务场所舒适、服务
设施齐全、服务标识规范，配足人员，
同时严格执行规范流程、提供优质便民
服务、创新拓展服务渠道等。市级示范
点的建设也按照省级示范点建设标准及
要求执行。

此外，我市还明确了市级“15分钟
医保服务圈”示范点服务事项清单，将与
服务对象密切相关的职工参保登记、异
地转诊人员备案、照护保险失能评定申
请等19项高频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15
分钟医保服务圈”办理，并要求即时办理
的事项平均办理时长不超过10分钟。

据介绍，在今年全市首批不少于15
个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按
标准全面建成并开展优质服务的基础
上，我市将分三年推进全市“15分钟医
保服务圈”建设，2022年、2023年、2024
年全市乡镇（街道）分别达到 70%、90%
和100%，并深化服务圈内涵，优化服务
圈模式，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
道）“15分钟医保服务圈”+村（社区）“医
保服务点”区域服务全覆盖。

市区15条道路
设置509个“限时停”泊位

工作日夜间、非工作日全天免费停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1日，《海太过江通道工程航道通
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航评报告》）顺利通过交通
运输部组织的专家评审，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为下一步工可获批奠定坚实基础。

与会代表及专家经审查认为，《航评报告》内容全面，论证
较充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
价审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主要
结论可信，同意通过审查。

海太过江通道位于苏通大桥下游约8公里，为《长江干线
通道布局规划（2019-2035年）》公铁复合过江通道，项目工
可研究推荐采用公路、轨道三管盾构隧道方式穿越长江（包括
2条公路隧道和1条铁路隧道）。该项目的规划建设对于更好
满足上海方向过江交通需求，有效分流苏通大桥交通流量，促
进沪苏通融合发展、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次航评报告审查是该项目工可报批的重要前置之一,
下一步将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加以完善，加快推进工可研究
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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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太过江通道航评
通过交通运输部审查

为下一步工可获批奠定基础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崇川区立足自身文化特色，挖掘千年文化底蕴——

用“绣花”功夫留住城市记忆
本报记者 陈可 江姝颖 苗蓓 通讯员 韦峰

本报讯（记者刘璐）经过6年
多的持续努力，通州湾口岸开放工
作于近日取得突破性进展。记者
昨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国务院批
复同意南通港口岸扩大开放通州
湾港区，开放范围包括三夹沙作业
区、腰沙冷家沙作业区水域，开放

岸线46.4公里，首批获批开放码
头泊位16个。

通州湾港区口岸共由4段岸线
构建成。其中，三夹沙区域岸线长23
公里，包括三夹沙7.3公里（含内港
池）和东灶港区15.7公里；腰沙、冷
家沙区域23.4公里（包含一、二、三

港池全部）。根据口岸开放计划和建
设进度，到2025年，将建成各类码
头泊位19个，货物吞吐量预计达到
4800万吨，其中外贸吞吐量2400
万吨，集装箱480万标箱。

目前，南通拥有南通港、如皋
港、如东洋口港、启东港4个水运
口岸和兴东机场空运口岸，口岸数
全省最多。此次通州湾港区口岸
开放获批，是南通口岸发展和建设
历程中又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沿海
吕四、东灶港、通州湾、洋口4个主
要港口作业区实现了口岸功能全
覆盖。这无疑将为建设通州湾长

江经济带战略支点，招引更多重大
临港项目集聚，保障中天精品钢等
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口岸
支撑。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口
岸办主任高红宇表示，从国务院批
复到满足国际航行船舶进靠要求，
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市商务局
（口岸办）将在通州湾港口建设委
员会领导下，在南通海事局、海关、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支持下，加快
口岸软硬件配套设施和相关码头
建设，争取早日通过国家验收，实
现正式对外开放。

金沧江故居、冯光九故居修缮完
成对外开放，“海门府”修缮工程启动
招标……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近年来特别是两区合并以来，作

为“近代第一城”——南通的主城区，
把打造文明品质城作为“一区五城”
重要内容，寺街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
的房屋搬迁、文物建筑的修缮及利用
等工作高效推进。

崇川区职能部门、属地和平桥街
道、文旅公司各司其职，以项目落地
吹响文物保护利用的集结号，梳理历
史文化街区的人文史料，以及建筑院
落的肌理格局，用“绣花”的功夫留住
城市记忆。

抢救“海门府”，
让老建筑留住历史文脉

“海门府”，是西南营历史文化街
区内最具代表性和文物价值的院落
之一。望文生义，不少的人以为这是
一座官衙，其实它是一座极具历史文
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其主人王宾，曾
被张謇誉为“为官楷模”。

“海门府”位于西南营历史文化
街区南关帝庙巷 10 号、11 号，于

1983年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南关帝庙巷明清住宅”。

这一建筑群分为东西并列两组
宅院，采用南通地区“一进五堂”布
局，院落宽敞、庄重朴素、空间含蓄有
层次，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特色。在
后期维修过程中，在望楼、围墙门、木
门窗、吊顶等部位又掺入了民国时期
地方特色做法。

“每一座文物建筑的修缮，我们都
把它当作一个‘课题’。”崇川区文旅局
副局长杜晓春介绍，走街串巷寻找“原
住民”、查访王宾的后人，大家探访史
料，竭尽所能追寻文物建筑的前世今
生，“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这座民居建筑
群，更要厘清、讲述好每一个建筑构
件、每一处庭院景观背后的故事。”

崇川文旅局局长马卫表示:“历
史街区保护不是文物建筑单体保护，
要有科学、系统性，要注重街区建筑
与人文、民俗等方面的研究梳理，保
留街区的历史风貌、街巷原有肌理。
严守底线，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遗产
的综合价值。”

探索过程，虽然辛苦，但大家“乐
在其中”。

据 查 访 得 知 ，王 宾（1837—
1909），安徽霍邱河口集人。1861年

获拔贡后，曾任袁世凯幼师。1893年
王宾56岁时，朝廷委任他赴海门直
隶厅任同知。他在海门厅同知位上，
九年三任，是海门有厅史以来任职时
间最长的“父母官”。

任职期间，王宾积极支持张謇实
业救国，与张謇一起开发海门，创实
业，办学校，修水利，建港口，兴桑田，
灭蝗害。王宾于宣统元年（1909）去
世，张謇撰书挽联，亲往吊唁，称王宾
是“为官楷模”。

“王宾1903年离职后定居南通，经
张謇推荐，在南关帝庙巷置办了宅院。”

区文旅局作为区级文物主管部
门，在区委、区政府和片区指挥部的
部署指导下，会同区文旅公司及和平
桥街道，合力推进项目落地实施。目
前，“海门府”的修缮保护工程已经启
动，施工招投标已顺利完成。经申报
对接，“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已拨
付，为推进该重点项目顺利实施提供
了有力保障”。

“微手术”，
历史街区首个传统民居修缮完工

“经过历时近半年的‘微手术’，
由区政府主导的首例传统民居建筑

修缮工程如期完工！寺街官地街12、
14号院落历史风貌得以重现。”

崇川区有关方面传来的消息，让
人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

粉墙、黛瓦、红窗掩映在天井的
绿植之中，四方天地虽小，但韵味悠
长……

从市新华书店西侧官地街口向
里走十余米，一处民居映入眼帘，推
开深栗色大门，时光仿若在此刻停
留。这里，就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官地
街12、14号老宅。

寺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南通城历
史文化的根脉所在。

“对于建筑类文化遗存的保护修
缮，要以人文历史为基点，深入研究、
传承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制，
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留住城市文脉。”
在区文旅局副局长杜晓春看来，以

“渐进式、微循环”，织补绣花的方式
保护历史街区的文化遗产，理应成为
相关部门在街区保护进程中秉持的
科学理念。

两区合并后，新崇川把打造文
明品质城作为“一区五城”重要内
容，寺街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的房
屋搬迁、文物建筑的修缮及利用等工
作高效推进。 （下转A8版）

710多万名老党员
将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通州湾港区口岸开放获国务院批复
开放岸线46.4公里 首批获批开放码头泊位16个

汲取奋进力量
展现人大担当

庄中秋

参加市四套班子领导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让我再
次受到党史熏陶、获得思想启迪、激发奋进动力。进入新发展
阶段，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推动
南通跑赢新赛程、勇当排头兵，对于人大来讲，就是要以喜庆
建党百年为契机，更加自觉地向党史寻智慧、向党史汲自信、
向党史探未来，坚持人民性、把握时代性、增强主动性、富于创
造性，在新时代更好展现人大担当、作出人大贡献。

向党史寻智慧，在跑赢新赛程、勇当排头兵中凝聚人民力
量。深学党史，我也在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觉得，答案就在
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立足国情追求真
理，团结民众砥砺奋斗，最终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作为一名人大工作者，从闪耀着智慧与真理
光芒的党史中汲取营养， （下转A2版）■A2看南通·要闻 ■A3看南通·要闻

江苏华永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向上攀高端
产品向下贴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