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严勇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蒋培荣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A2 看南通·要闻

本报讯（记者张水兰）25日
下午，我市举办供应链金融线上专
题培训会，加快推进供应链金融服
务模式，助力南通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单晓
鸣参加活动。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缓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途
径，是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模
式。南通积极推进供应链金融创
新发展，今年初，率先在海安建筑
业开展供应链金融试点工程建设，
不断完善技术支持、健全政策配
套，全力打造长三角产融公共服务

平台，并取得初步成效。截至目
前，该平台已成功接入 13家核心
企业、58家上游供应商、12家金融
机构，促成供应链交易2.4亿元，完
成供应链融资1.42亿元。

培训中，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
支行对供应链金融知识进行专题
讲解，南通贸融科技有限公司对供
应链平台进行操作演示，苏中建设
集团进行平台使用经验交流分享。

本次培训由市政府主办，市金
融局、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承
办，各地各相关部门、产业园区设
立分会场。

河湖绕城，清波映衬。夏末秋
初的启东市，蝶湖、灵秀等城市河
道公园、红阳江滩湿地和南阳、惠
萍等地的美丽乡村生态河道片区，
成了市民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启东位于江海平原尽头，三面
环水，形似半岛，江海岸线总长178
公里，各类河道5.8万多条，水体面
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13%。特殊的
地理位置，复杂的水系，曾给启东
带来了受海潮影响水资源匮乏、地
势平坦水动力不足、河网杂乱难管
护等一系列治水兴水瓶颈。

近年来，启东紧紧围绕“一江
碧波潋滟、百里海岸迷人、千河清
水畅游、万亩滩涂如画”的“水韵启
东”建设目标，秉持“突破瓶颈、标
准体系、梯次治理、恢复功能”治水
理念，全力推进“活水畅流、区域治
水、生态河道示范村和片区治理”
三大工程，逐步探索一条江海平原
地区治水新路。

由线及面 过程管控
实施“1＋3”区域治水

2020年初开始，按照南通市委
“区域治水启东先行”的要求，由启
东市水务局担纲，对城市建成区、
寅阳片区、吕四片区 3个区域 370

平方公里水系和三和港以西 80平
方公里水系进行系统梳理，分步实
施“控源截污、自然活水、自然净
化、自然修复”的“一控三自然”治
水工程，从而探索出了“系统化思
维、片区化治理、项目化推进、精准
化调度、常态化管护”的“五化”治
水模式。

控源截污是区域治水的基础
性工程。启东投资27亿元用于“水
环境综合整治”PPP项目，17条城
市河道得以脱胎换骨；通过拆除阻
水建构筑物，疏通断头河，恢复生
态流量，实现水系连通；完善河道
控导设施，形成常态有序的水位
差，促进活水畅流；狠抓生态修复，
扮靓城区水域。如今，丁仓港健康
公园、头兴港滨河公园、中央河名
人公园，以及蝶湖、紫薇、灵秀等 6
个河道公园千姿百态，景色迷人。

串珠成链 目标管理
推进生态河道片区化治理

近三年来，启东以河长制工作
为抓手，以农村生态河道示范村建
设为载体，从样板打造到整村推
进，再到如今的串珠成链、连点成
片，农村生态河道建设一年一台
阶，正由个案村的“示范版本”拓展

为整镇推进的“版图”效应。
在规划上，以建成区周边、星

级景区、中心区镇为重点，着力打
造吕四、合作、南阳、惠萍4个片区，
建成 400 条生态河道、40 个示范
村。在举措上，充分整合高标准农
田水利、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优质
资源，围绕“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目标，启东正在对上述 4个片区内
的 164条横河、15条中心路河进行
综合治理，全部工程将疏浚 188万
土方、清理坝头坝埂 65处、拆坝建
桥 65座、植绿 350亩、构筑亲水平
台和水文化小游园 50座。在长效
管护上，努力探索“以河养河、以鱼
护水”等新模式，确保生态片区建
一个成一个优一个。去年，启东市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和长效管护，获
全省第一等次第一名。

强基固本 舞动水韵
建设178公里美丽江海岸线

近年来，遵照党中央“长江大
保护”的战略决策，启东以堤岸达
标加固为首要，堤顶道路拓宽、堤
闸整修亮化、堤内绿化升级、清除
涉堤违建……全方位推进沿江海
生态修复。

在去年8月中共启东市委十三

届九次会议上，启东市委市政府又
作出了一项的重大决策：启动 178
公里“美丽启东——江海岸线”建设
工程，超22亿元投入、三年达标，五
年成景。以全面提升江海沿线堤岸
防洪等级为基础，确保百年一遇标
准，完成80公里江海岸线建设。其
主要工程为：加固达标江海岸线55
公里、修复江海生态岸线120公里、
调整法定大堤85公里；修建出江入
海水闸7座、引水闸2座。

依傍堤岸侧，做足水文章。到
2025年，启东 178公里江海岸线，
将以滨江森林公园、圆陀角风情
区、黄金海滩湿地公园、长泰海滨
城、通州湾吕四港片区等特色布
局，向世人展现出清新深呼吸、举
目皆为景的东疆风貌。

按照“相连通、高标准、成景
点”的要求，眼下，55公里江海岸线
达标修复工程、26公里最美岸线示
范段建设、占地3117亩的滨江森林
公园等一批先导项目正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到年底，启东将初步形
成沿江沿海全线通达，防洪能力全
面提升，一条集防汛抗洪、旅游观
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江海生态景
观带将初显雏形。

本 报 记 者 唐佳美
本报通讯员 宋亚昌 杨谷生

本报讯（记者刘璐）目前，境
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因疫情原因
引发的劳务纠纷不断增多。记者
24日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 1-7
月我市外派人员数量已超过去年
全年。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对人员
出入境、纠纷处置、安全生产等可
能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排查，下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境外项目和外派
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
相关园区、企业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将外派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首位，严格落实防控主体
责任，扎实做好境外安全管理，妥
善处置外派劳务争议，落实落细服
务保障措施。

据了解，我市每年正常外派人

员8000人左右，去年因疫情原因降
至2510人。

今年以来，我市已新派各类劳
务 2681人，期末在外 16907人，同
比分别增长 204.66%、2.87%，新派
人数较多的国家是以色列、新加
坡、俄罗斯、日本。目前，我市境外
项目运行基本正常，外派人员健康
情况整体平稳。疫情期间，我市出
国劳务培训考试中心暂停外派劳
务线下培训和考试，根据需要适时
开展线上培训，指导企业开展科学
防控。

《关于进一步做好境外项目和
外派人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企业减少国内外人员轮换，
原则上非必要不外派，非必要不回

国；明确国内、国外疫情防控负责
人并保持通讯畅通，对在外人员尽
可能实行封闭式管理，向境外企业
和项目提供必需的防疫物资；加强
远程防疫指导和在外人员心理疏
导；如发生在外人员感染，及时报
告商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按照使
领馆要求开展人员救治和应对处
置工作。

对境外项目安全管理，通知
要求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
势，严格遵守项目所在国安全生
产等各项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境
外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疫情期
间，重点关注与外派人员相关的
薪资福利、劳动保护、保险保障等
方面情况，特别是做好因疫情无

法回国、处于隔离期或因回国航
班延误滞留在外的人员安抚和疏
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妥善
化解争议分歧。

下一步，市商务局密切关注
几个重点市场的劳务人员出入境
情况，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加强与外办、公安
等部门联动，指导和督促我市企
业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妥善化解
境外风险；落实“春苗行动”要求，
帮助在外劳务人员申请疫苗接
种，避免发生境外群体性感染事
件；继续完善重点市场承包劳务
行业自律公约签订工作，妥善处
理涉外劳务纠纷，维护劳务人员
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感谢党组织的肯定和鼓励，
这份浸透着汗水的沉甸甸证书我
会珍藏一辈子，今后，组织需要我
时，我定会义不容辞。”侨眷党员
王箭激动地说。8月 24日开始，儒
学楼卡口的志愿者们，收到了和
平桥街道濠城社区工作人员送来
的志愿者证书。

自从疫情防控形势趋紧，在
和平桥街道防疫一线，“志愿红”
成为最美的颜色。自从 7月 29日
开始，邻里党员、机关志愿者、邻
里理事长、理事、居民、物业工作

人员组成了志愿者队伍。高温炎
热、雷阵雨、蚊虫叮咬，志愿者们
从不退却，全天 24小时轮班值守
大门……为感谢疫情防控期间挺
身而出的各领域党员、志愿者们
的倾情付出，和平桥街道专门制
作了《请党放心，攻坚有我——先
锋党员证书》《请党放心，攻坚有
我——志愿者证书》，并面向全街
道志愿者发布感谢信，通过礼敬
志愿者营造崇德向善、感恩奉献
的良好氛围。

“卡口一定要查看两码，尤

其是行程码……”，“按照规定，
你们的美容店必须停业……”。
为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力度，提高居民的防疫意
识，近日，南大街商圈“先锋五彩
行”文明监督员在南大街商圈内
巡逻，提醒市民戴好口罩，做好
个人防护，同时督促各卡口做好
查码工作。濠城社区党委书记
张福均介绍，近一个月来，南大
街商圈的店员、停工的文化娱乐
业员工，一个个志愿者报名信息
纷至沓来，濠城社区志愿者队伍

不断壮大，志愿人员增加到了
131人。志愿者们真正把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的“主战场”。

目前，和平桥街道制作了
1836份志愿者证书，其中 765份党
员志愿者证书正在逐步发放中，
这次证书发放既是激励回馈坚守
疫情一线志愿者的无私付出，也
是见证每个志愿者参加抗击疫情
过程的珍贵收藏。

本 报 记 者 袁晓婕
本报通讯员 胡陈铖 李静然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24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生物医
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链长封春晴
率队前往如东县，就生命健康产业
发展情况展开调研。

封春晴一行先后调研了如东
高新区及中美瑞康核酸技术（南
通）研究院有限公司、南通九诺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臻亿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江苏宏微特斯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封春晴肯定了如东县在加强
生命健康产业研究、探索产业发展
有效路径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说，
如东县作为全市生物医药及医疗
器械产业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要放大园区优势，坚持特色发展，
如东高新区要进一步聚焦细分赛
道，坚持深耕细作，充分凸显自身
特色；小洋口化工园区要主动腾笼
换鸟、积极盘活资源，尽快实现向
特色原料药生产的转型。要锚定
发展目标，做强产业链条，重点突
出产业链的细分领域，绘制招商图
谱、人才地图，列出企业清单。同
时，围绕省级政策及时对本地区的
政策进行迭代升级，切实发挥好政
策的叠加效应。要加强协同联动，
优化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以产业链
为核心的服务保障体系，完善全生
命周期服务链条，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定制化、精细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25日，
市总工会召开 2021年“工会在身
边·助圆学子梦”金秋助学座谈
会，为困难家庭学生代表发放金
秋助学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总工会主席葛玉琴出席活
动并讲话。

市总工会金秋助学活动持续
开展 26年，近 5年来，工会投入助
学金近218万元，资助困难家庭学
生684人次。今年，市总工会加大
助学活动力度，适当放宽助学条
件，经严格审核最终确定了市区

92名困难家庭学生为助学对象，
累计发放助学金额达32.9万元。

葛玉琴希望全市各级先进工
作者、劳动模范，特别是广大爱心
企业家、爱心市民、社会公益组织
要发挥所长，继续关心关爱困难家
庭学生的成长，与困难家庭学生建
立长期结对关系，在物质帮扶、精
神疏导、亲情关怀等方面各展所
长，给予他们最大力度的关心。各
级工会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助学工
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把
金秋助学活动这块品牌擦亮。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
锦安）昨天，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公安
局机关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副市
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高山出
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认
真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加强和改进
新时期机关党的建设，为公安机关
忠诚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提供强有
力的思想、纪律和组织保障。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南通
市公安局机关第六届委员会和第
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通
过了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
报告，141名参会党员代表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中共南通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会委
员和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高山要求，要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全面提升南通公安机关党
建工作水平，强化政治建党、思想
建党、制度建党。要以服务中心大
局为重点，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在谋发展上发挥引领作
用，在保平安上巩固前哨阵地，在
干事业上体现党员担当，全力维护
安全稳定、守护人民平安、打造特
色品牌。要以从严管党治警为根
本，全面展现南通公安机关党建崭
新风貌，在严纪律、正警风上抓推
进，在提能力、打品牌上见真章。

加快推进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
我市举办专题培训会

市领导调研如东生命健康产业

放大园区优势 坚持特色发展

市总工会召开金秋助学座谈会

市区92名困难学生获助学金

忠诚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公安局机关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推进活水畅流、区域治水、生态河道示范村和片区治理三大工程

启东探索江海平原治水新路

今年我市外派人员数量较去年增长明显，市商务局下发通知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在外人员尽可能实行封闭式管理

感谢无私奉献的防疫志愿者

1836份志愿者证书见证初心使命

25日，海安
市城东镇爱凌村
村民驾驶着大型
植保机械为水稻
喷药。

眼下，海安
市55万亩水稻
陆续进入破口抽
穗期，也是病虫
害集中防治的关
键时期，当地农
民抢抓农时，积
极开展水稻病虫
害防治，为秋粮
丰收打好基础。

翟慧勇摄

（上接A1版）
庄中秋要求，“两院”要服务大

局谋实招，主动将工作置于全市发
展大局中来谋划、思考和推进，依
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提
供便利司法服务，以优质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要保障民生
下实功，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精准对接群众对公正司
法的多元需求，不断提升案件审理
质量和效率，强化对审判执行的全
程监督，主动回应群众期待。要固

本强基求实效，持续做好队伍教育
整顿的“后半篇文章”，以业务能力
建设为切入点，以作风效能建设为
着力点，把严在经常、管在平时的
要求贯穿队伍建设全过程，树立

“两院”干部良好形象。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正

超、黄卫成、葛玉琴、陈俊，党组成
员陈勇、沈红星，秘书长杨扬出席
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曹忠
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恽爱民
列席会议并作工作汇报。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会议暨第69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昨天下
午，全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现场推
进会在通州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深化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部署要求，通报进展情况，分析存在
问题，研究解决措施，明确阶段要
求，以实施“十二个专项提升行动”
为抓手，纵深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
理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
文明委主任陆卫东出席并讲话。

“十二个专项提升行动”启动
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部署，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强
化领导、精心组织，明确责任、狠抓
落实，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陆卫东指出，深化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是破解民生突出问题的硬举
措、是市委市政府的硬任务、也是文
明典范城市建设的硬要求。各地各
部门要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切实
发挥文明城市长效管理龙头带动作
用，拿出正视现实、迎难而上、敢打
硬仗的思想准备和具体行动，以更
高站位推进长效管理、以更高标准
打造示范点位、以更大投入保障长
效管理、以更优机制推动常态长效、
以更大力度实施压茬推进、以更实
作风迅速掀起高潮，坚持“干”字当
头、“实”字托底，确保在全国赛场保
持前三分之一的成绩，为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的现代化篇
章提供强力支撑。

纵深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
全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现场推进会在通州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