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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阵雨 最低温
度26℃左右 最高温度2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8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
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
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习近平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中

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
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当日在重庆市开幕。

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强调

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千亿级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瞄
准9月26日实现第一台高炉热调试
的目标挂图作战；总投资10亿元的
喆丰水下机器人项目，主体厂房开
建……8月的海门，各项目工地，处处
呈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海门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精神，时刻保
持项目建设的拼劲、韧劲、狠劲，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的“沧桑巨变”。
今年以来，以“量质双提升”的目标抓
招引，以“拿地即开工”的导向抓开
工，以“五位一体”的机制抓推进，重

大项目招引数、开工数、竣工达产数
取得历史性突破。上半年，海门在南
通项目建设综合考评中名列第一。

精准招商，带来重大项目落户

3月10日，总投资8亿美元的俐
马（南通）纺织基地项目签约，落户海门
港新区。这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
是国际上领先的纺织服装垂直企业，也
是海门今年创新招商模式、提升招商层
次的一个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从
抽丝到制衣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年应税
销售可实现80至100亿元。

项目建设关键在精准招引、优质
招引。

2月27日，海门区委、区政府召
开全区招商引资出征动员会，各招商
队伍围绕海门产业链发展方向，聚焦
重特大、科创、产业链、楼宇及总部经
济四大重点项目，全面发力。

海门以项目论英雄为考核导向，
设立招商实绩双周“龙虎榜”，激发招
商激情，同时，聘请9位招商大使，通
过委托招商、资本招商等新模式，全面
提升招商层次，确保招出效果。驻北
京、上海、深圳、苏南等招商局和区镇
招商队伍，上半年举办经洽会、投资环
境促进会等重大招商活动10余场次。

海门出台《海门区产业质量综合
评估办法》等文件，从产业定位、投资
强度、亩均税收、节能环保等7个方面
对所需供地项目进行综合评估，不合
条件的坚决不予引进，确保招出质

量。上半年，海门共评估项目9批次
51个，否决项目13个，评审通过率
74.51%。

据了解，年初以来，海门区新引
进重大项目45个，总投资1307.35亿
元，其中，超百亿元项目3个。引进总
部经济项目两个，包括去年两个在
内，总部经济项目招引数占南通全市
总量的80%。盘活项目用地4237.7
亩，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审批改革，开建项目快速推进

6月22日，总投资10亿元、位于
三厂工业园区的海迪新材料项目正
式开工。该项目在拿地前，海门采取
容缺预审模式，对工程技术方案、施
工图等进行预审，保证企业在取得土
地证当天就办结设计方案与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从拿地到开工建设仅
用了5天时间。 （下转A2版）

“看到业主群里招募志愿者，我们
赶紧报名，自家小区，责无旁贷。”

20日，在崇川城东街道北郭东村
南区卡口，志愿者戴臣民和伙伴们忙
着为进出人员测体温、查“二码”。

戴臣民说，因为报名人数多，大家
还特地做了排班，提前发到业主群，

“现在小区全天有人值守。”
环境干净整洁，各项防疫工作有

条不紊，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无物管小区。
由于诸多原因，主城区有不少无

物管老旧小区，从“类物业”党建引领
到红色业委会+物业，崇川区街道社区
各出妙招，破题老旧小区的长效管理。

自治自管，“我的小区我作主”

绿化破坏、杂物乱堆、杂草丛生……
老旧小区，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曾一度

与“脏乱差”画上了等号。
建于2000年的北郭东村南区曾

经也是如此。
“物业撤出后，小区的杂草长得有

1米高。”谈起当年的情形，北郭东村南
区的“邻里党支部”书记王瑞华直摇头。

“我虽然从工作岗位退休了，但共
产党员的责任不能退休。”2018年，王
瑞华在社区党委支持下，倡导组建小
区志愿者服务队，开启了小区自治自
管模式。

“把自己从垃圾堆里解放出来！”
居民们自发采买工具，开展环境清理；
基础设施破旧，业主们自筹资金重新
做了围墙大门、安装自动门禁、增设车
闸系统，设置快递柜……

清理打造一个整洁的小区容易，

如何让小区管理常态化？
“让大家都参与到小区的微治理

中来，才能把小区建设好。”北郭社区
党委书记沈悦说。

北郭社区党委因势利导，在北郭
东村南区成立党支部，王瑞华众望所
归成为书记。以“小区党支部—楼道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为党组织架构，
小区党群志愿服务队构建了“类物业”
的自治模式。

曾经的脏乱差小区，通过业主自我
管理，实现了华丽蜕变，沿河打造的180
米花墙景观带，还成了“网红打卡地”。

业主当家，挑选物业公司“管家”

“小区的物业公司是我们自己选
的，干不好就换。” （下转A8版）

本报讯（通讯员徐书影 汤建荣
记者杨新明）22日晚10时18分，中广
核如东H8海上风电项目220kV海上
升压站在如东黄沙洋海域完成吊装，
至此，如东沿海11个总投资超600亿
元、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海上风
电项目海上升压站工程全部完成。在
此之前，世界最大、亚洲首座海上换流
站也已成功在如东海域完成安装。海
上升压站、海上换流站的全部安装完
成，标志着省重特大项目——如东海上

风电项目全面进入调试并网阶段，向年
底前全容量并网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海上升压站是海上风电场的电能
汇集中心。风力发电机出口侧的低电
压经内部升压单元升至35千伏后，通
过35千伏海缆输送至海上升压站，由
升压站升至220千伏后，再通过220千
伏送出海底电缆接入陆上集控中心，转
架空线接入电网，最后输送至千家万
户。作为海上风电场输变电的关键设
施，海上升压站一旦出现故障，轻则一

条回路上的风机停运，重则整个风电场
瘫痪。因其特性与重要性，海上升压站
常被比作整个风电场的“心脏”。

随着中广核H8海上升压站安装
完成，如东海上换流站最后一个接入
端顺利就位。未来，如东三峡 H6、
H10、中广核H8三大海上风电场265
台风电机组所发出的电能经H6、H8、
H10三座海上升压站升压后，将分别
通过两回220kV海缆接入海上换流
站，海上换流站将电能整流为直流后

通过一回±400kV直流海缆送至陆
上，最终并入电网。

万顷碧波上，白色“丛林”间，12座
“吞电巨兽”各据一方，蔚为壮观。待
所有风电场全部建成投产后，如东风
电年上网电量将超过135亿千瓦时，
与传统燃煤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
煤 472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00 万
吨、二氧化硫9万吨，减少灰渣排放
182万吨，节约淡水3850万吨，有效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19日，南通税务“税莫愁专家门诊”
再次开诊，所得税风险和政策管理专家
毛世伟与国际税收管理专家陶正根一同

“坐诊”，为纳税人提供线上+线下一对
一咨询辅导。自8月5日开诊以来，“税
莫愁专家门诊”已接待60余人，精准解
决问题70多个。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本轮疫
情防控收紧以来，我市财税部门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在应急处置督查、筹措防疫
资金、协调物资保障、靠前服务企业等方
面精准发力，以专业、温暖、担当拼出凝
聚合力的财税速度，坚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运行两手抓、同步推、双见效。

战疫当前，市财政局千方百计做好
防疫资金保障，按照“支出合规、保障重
点、更有实效”原则，强化疫情防控政策
支持、投入保障和资金监管。截至8月
16日，累计投入资金近4000万元，专项
用于疫情防控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设
备和防控物资采购等方面。从医保基金
中筹集7.3亿元疫苗接种专项资金，深入
推进“兜底式”经济保障措施。全市疫苗
接种及全员核酸检测演练顺利进行，未
出现一例阳性病例。

疫情就是集结号，广大财税干部积
极投身战疫一线。市财政局第一时间集
结力量，局领导带队对各县（市）和通
州、海门两区新冠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建
设情况进行督查，对照疫情应急处置能
力清单180条，逐条逐项督查落实，进
一步压实各地政府防控责任，全面做好
疫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财税干部闻
令而动，积极深入要道卡口、核酸检测
点开展志愿服务，勇当“战斗员”。

自去年以来，市财政以一套闭环政
策服务链构筑起战胜疫情的“经济抗
体”。崇川区一家服装公司因出口业务受
到疫情影响，损失巨大，所幸公司已加入
市财政局联合商务局搭建的南通市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统
保平台，通过中国信保的查勘定损，企业获得了赔付，大大减少
了损失。市财政对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扶持自上线
以来，累计支出保费1400万元，我市企业累计获赔超2000万
元，赔付率140%。精准财政金融政策为企业纾危解困，去年以
来撬动银行投放信贷资金近145亿元，为6000多家中小微企
业解决了融资困境。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陈可）记者昨日从南通开发区获悉，截至目
前，开发区涉外联防联控指挥部对所有涉外场所共计开展监
督检查329次，发现问题112个，均立即交办整改。

开发区开放码头众多，涉外疫情防控任务艰巨。南通
开发区涉外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组建7个专项工作组，综
合运用随机抽查、“推磨式”交叉检查、现场督导、电话调度
等方式，聚焦涉外疫情高风险场所如开放码头、进口冷链
食品企业、进口非冷链货物企业等，针对一线员工疫苗接
种、核酸检测、专业防护等方面，进行每日检查、全程监督、
跟进管控。

同时，开发区建立“日会商日报告”集中工作制度，每日听
取并研究各专项组工作。共排摸见底开放码头企业14个、进
口冷链食品企业28家、进口货物企业161家。

南通开发区打好涉外疫情防控阻击战

检查涉外场所329次
整改发现问题112个

第第1111个升压站安装到位个升压站安装到位

如东海上风电场如东海上风电场
全部有了全部有了““心脏心脏””

引进重大项目45个，总投资1307.35亿元，其中超百亿3个——

海门重大项目建设领跑南通 财
税
部
门
持
续
发
力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发
展
齐
推
进—

—

两
手
都
要
硬

两
战
都
要
赢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主城区老旧小区探路长效管理
如皋：

特色农业鼓起百姓钱袋子

□处理个人信息应向个人充分告知并取得同意
□防止“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被滥用
□明确各方义务强化违法惩戒

个人信息保护法热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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