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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阵雨 最低温
度25℃左右 最高温度31℃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近期，通过第三方机构随机测评，
广大群众对南通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满
意率达96.71%，经过4个多月的集中
淬炼，南通政法系统如期交出了一张
靓丽答卷。

3月份以来，南通市紧扣筑牢政治
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弘
扬英模精神四项任务，聚焦学习教育、
查纠整改、总结提升三个环节，通过树
铁纪、定铁规，全面深入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全市政法系统政治生态进一
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能
力进一步增强、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步

提升，政法铁军的形象进一步擦亮。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落实政治任

务，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
精神，着力排查解决政法系统政治不
忠诚、执法不公正、司法不廉洁、遇事不
担当、作风不过硬等问题，努力锻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市委书记
王晖的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全市
11334名政法干警全面响应号召、全身
心投入这场自我革命。

树铁纪，教育整顿动真碰硬

“欢迎乘坐红色班车，今天我们学

习的篇目是《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三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
是远离市区的通州湾公安分局民警在
上下班途中的一幕，他们自发在班车
上开辟政治学习第二课堂。

教育整顿伊始，全市各级政法单
位和全体政法干警坚持以学为先，自
觉克服工学矛盾，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全市政法系
统通过开展“六抓六学”“四走四悟”
等活动，组织到苏中七战七捷纪念
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馆等
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现场教学，缅怀革
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牢记初心使
命，进一步筑牢了政法干警政治忠诚
的思想根基。

“曾经的手足战友，如今却误入歧
途，身陷囹圄，看着镜头里他们憔悴的
面容和萧索的身影，我感到非常痛心
和难过。”“身边人的真实案例，更让我
们警醒，违法违纪真的离我们不远。”
这是海安政法“廉政微感言”专栏记录
的政法干警心声。

教育整顿期间，全体政法干警
观看警示教育片《警戒》《代价》，旁
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参观廉政教
育基地，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醒
警示教育，把违法者的“后悔药”当
成“预防针”，让全体干警从灵魂深
处受到洗礼，进一步把牢了拒腐防
变的廉政底线。

（下转A3版）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南通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一辆辆集装箱货
运班列从上海铁路局海安物流基地驶出，经
海安站整编后前往上海芦潮港、浙江宁波北
仑港，到港后货物再以海运形式抵达目的地
国家……货运量指标彰显一个地区的经济活
力，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上半年，
全市公路货运量5736万吨，同比上升23%；水
路货运量3796万吨，同比上升11%；铁路、航空
货运量也保持10%以上的较快增幅。“公铁水
空”齐发力，我市货运量呈强劲复苏势头，为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运力支撑。

上半年，我市出台城乡物流服务一体化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海安达标县建设实施方
案上报省厅。在全省第二批创建城市中率先
出台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企业考核管理和车辆
运营奖补方案，市区新能源货车增长迅猛，政
策导向作用显著。聚焦信用和行业管理深度
融合，牵头出台“两客一危”道路运输安全评
价管理办法，实行月度和年度动静结合，考核
结果成为“两客一危”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
据。全省率先实施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制度改革，927人直接通过驾校考核取
得资格证。以市政府办名义印发国三柴油货
车提前淘汰报废补贴方案，组建联合服务窗
口，1369辆南通籍车辆办理注销登记。“我们
将充分发挥城市绿配车辆运营奖补鼓励引导
作用，下半年力争推广新能源配送车1000
辆，基本完成城市绿色配送示范创建。”市交
通运输局综合运输处副处长阎恺介绍。

业内人士推崇的公铁水联运，可以成就
“大进大出”。为此，我市加强公铁水联运、持
续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发送量稳步增长
的同时，转运效能得到进一步释放。上半年
全市完成集装箱公铁联运量4.05万标箱、铁
路货运发送量 34.66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67%、97.1%。沪苏通海铁联运班列常态化
开行229列，海安至越南国际班列恢复开行7
列。4月30日，海安物流基地开始开行东盟
班列。海安物流基地总经理王卫国透露，截
至目前，海安至东盟班列已开行14列、1200
个标箱，正逐步实现每周开行，其中运送南通
本土货物占比近80%。“为全力保障基地发
货、到货以及铁海快线班列和跨境班列的常
态化开行，海安将规划铁路新货场建设，提升
公铁水联运水平和竞争力。（下转A2版）

■顺应新的消费形势
一方面要提升传统消费能级，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型消费
■吸引更多外资企业
一是扩大开放，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二是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三是加强外商投资合法权

益保护；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打好五方面“组合拳”：电商扶贫，家政扶贫，对外劳务扶贫，产业扶

贫和边贸扶贫

经贸大国如何加快步伐
迈向经贸强国？

“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VR电视馆收看方式

1.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首页，点击“百年征程 初心
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VR电视馆宣传海报，即
可进入。

2.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首页-今日看点，点击“百
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VR电视馆
宣传海报，即可进入。

3.进入江苏有线电视机顶盒-首页-政务-党史学习教育
专区，即可观看“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
历史展”VR电视馆展览轮播；点击宣传海报也可点播观看。

4.江苏有线“第一导视”频道8月18日-25日，全天轮播；8
月26日起每天10:30、15:30、19:30三个时段播出。请开机后按
遥控器数字键1进入直播频道，并在频道列表中选择“第一导
视”观看。

本报讯（记者刘璐）记者24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按照
“规划科学合理、基础设施先进、运营机制健全、配套政策完
备、启动实质运营”五大认定条件及细节标准，南通外贸中心、
南通综合保税区、南通跨境电商综试区通州工作站、叠石桥跨
境电商产业园、海安跨境电商产业园5家单位，被认定为南通
市跨境电商综试区产业园。

据了解，被认定的5家园区在跨境电商规划、设施、运营、
政策、企业入驻及服务、进出口规模等质态方面均显示出较高
综合水平。其中，南通市跨境电商综试区崇川产业园，以外贸
企业集聚区南通外贸中心为主阵地，提供运营、培训、融资、物
流等一站式服务；南通综保区产业园，重点打造1210进口业
务样板，已招引国内跨境电商、电商头部平台企业落户，预计
今年全年网购保税进口规模将保持全省前2名；通州产业园，
依托兴东机场空港一类口岸优势，着重发展9610、9710业
务；海门产业园，以打造家纺园区跨境电商产业中心为抓手，
集聚培训、运营、大数据分析、产品展示与分拨等功能，跨境电
商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融合出口获全国首单；海安产业园，依
托保税物流中心(B型)功能优势，实现1210模式单一快消品
进口与园区企业9710模式出口等进出口两项模式齐头并进。

我市认定首批5家
跨境电商综试区产业园

昨天，吕四渔港码头
一片繁忙，渔民们忙着分
拣、装箱、搬运。据了解，
本季渔获物以螃蟹、金钩
虾为主，产量较去年同期
有所增长，单船卸货量约
为5万斤。渔港单日交易
量约300万斤，单日交易
额约2400万元。除满足
当地需求外，吕四渔港还
将产品发往上海、山东、河
北、天津等地。
黄海文 凌峰 蒋凌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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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交通卡口查验政策调整
不再要求南京来通人员出具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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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铁纪 定铁规 建铁军
——南通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综述

昨天，记者跟随通州区全国文明
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下基层督查。

在天和珺府小区，灯柱上飘着道
旗，善行义举榜、居民公约等放眼可
见；在通州区图书馆，一位年轻人正
在视障阅览室听书。这里的美诗文
吟诵社、领读者讲师团、亲子共读等
志愿服务品牌，深受市民喜爱。

全市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
作动员大会后，通州围绕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十二个专项提升行动，坚持全
域创建、全时创建、全民创建。主要
领导靠前指挥，率队视察，研究解决
难点问题；镇街、部门主要负责人落实
主体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专班

人员、经费保障、工作措施、序时进度
四到位；纪委监委牵头成立7个督查
组，每周考核通报；长效办建立“当日
交办、三日反馈、每周小结”推进机制，
6月份以来，累计交办问题3405个，整
改完成3065个，整改率达到90%。

到目前，通州区高标准打造了
14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点，推动
文明城市长效管理走向深入。

多部门联动，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农贸市场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
功能品质。

地面洁净、秩序井然，多处设有
电子显示屏，有菜价、农残检测信息，

还有红黑榜公示：水产区30号摊位
干净整洁，在星级评定中加0.5分；豆
制品摊位因经营户没有在规定时间
内将车辆驶离市场，扣0.5分。昨天，
在通州区第一集贸市场，一个卖蔬菜
的经营户告诉记者：“这分数将直接
影响来年摊位能否续租。”

通州区第一集贸市场建立部门
联创新机制。成立由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属地党委政府主抓、6个职能部
门参与的市场文明城市长效管理专
班，建立由市场主办方、承租方、消费
者主导的市场管理协会，打造由社区
党支部领导的市场管理党员突击
队。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沙分局局长
陈飞说：“年初，我们开始对市场进行
分类、分时、分户升级改造，从区域调
整、业态升级、环境整治、停车场改
造、垃圾处理站等多方面入手加强管
理，目前进展顺利。”

逛菜场如同在逛商场。这是市
民对通州第一集贸市场的评价。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通州财
政投入5000余万元为部分老旧小区

实施雨污分流、外立面出新、安装监控
设施；公安局对川姜413户群租房进行
标准化整治；在“公职人员回小区作表
率”活动中，景怡花苑、水榭花都等小区
的退休老党员，在推动小区加装电梯、
充电桩等便民举措中发挥协调作用。

优化城市功能品质，通州还打造
城市文明窗口，对公共服务场所有无
母婴室、无障碍设施、一米线、便民服
务用品等进行全面排查和整改、提升。

新世纪大道与朝霞路建成公益
广告示范街，目前拥有统一设计、统一
制作、统一安装的高标准建筑围挡公
益广告1672幅。整个城区在主要路
口、公园增设景观式小品182处，新增
公益广告4563余幅。（下转A2版）

多部门联动、多渠道入手、多举措跟进，高标准打造了140个可复制示范点——

通州培植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标杆

多举措跟进，重塑城乡环境面貌

多渠道入手，提升城市精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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