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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委政法委传来消息，在今
年上半年全省群众安全感相关数据的
抽样测评中，南通群众对网格化服务
管理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
72.52%和98.65%，均居全省第二。

坚定不移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往
深里走、往实里做，以小单元治理支撑
起精细化治理大格局。近年来，我市不
断整合基层服务管理资源，层层压实
责任，推动构建“网格吹哨、部门报到”
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一直处于省内第一方阵，相关做
法得到中央、省、市有关领导的肯定。

高点定位 建设网格“一盘棋”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基层党委政府
服务群众、管理社会的重大方式变革，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基于这一理念，自2017年全省部
署开展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伊始，我
市着眼于加强系统谋划、强化顶层设
计，率先在市、县两级成立了以党政

“一把手”担任“双组长”，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局
长担任副组长，30多个部门共同参加
的高规格组织领导体系，并在政法委
下设办公室，由常委、政法委书记担任
办公室主任。各级网格办代表党委政
府，根据部署要求，牵头抓好网格化各
项工作任务的贯彻落实。

着眼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规
范化开展，我市明确把网格定位为融
区域自治和发现问题、协助处理问题

为一体的服务管理“微单元”，各职能
部门按照“一张网、五统一、全要素”的
要求共建共用共管网格，切实把党委
政府服务管理社会各项任务落实到最
基层。

网格长（员）作为信息员、宣传员、
调解员、服务员、自治员和管理员，具
体做好网格“责任田”内的治安防控、
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城乡
管理、民生服务等“六个领域”工作，主
要任务是巡查、发现、上报、处理和反
馈，通过开展常态巡查、走访服务，主
动发现问题隐患，及时上报落实处理。

高标推进 筑牢网格“主基础”

8月4日，海门区海门街道陶港村
网格员杨佳思巡查发现，有居民违章搭

建彩钢板，违反了新机场建设保护协
议，遂利用“全要素网格通”手机终端将
事件信息采录上报至街道社会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中心立即交办相关部门
共同上门，对违章搭建予以拆除。

违章搭建能够快速发现处置，得
益于我市建成的“横到边、纵到底、广
覆盖、无死角、高智能”的基层网格化
服务管理格局。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钱建华说：“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机
制创新，关键要全市上下统一步调、同
频共振、形成合力，做到一个标准实
施、一个流程规范、一把尺子衡量。”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我市以完善
提升“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
制为牵引，划分“综合网格”8450个、

“专属网格”845个， （下转A6版）

高点定位、高标推进、高效运行，我市坚定不移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往深里走、往实里做——

打通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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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左右 最高温度2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南通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
十二个专项提升行动督查考核结果

8月30日—9月3日，市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12个督查考核小组，对各区、各相关部门推进文明
城市长效管理工作情况开展督查考核。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主城区
名 称
崇川区
通州区
海门区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管开发园区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
南通创新区
通州湾示范区
狼山旅游度假区

相关主管部门
教育局
卫健委

市市政和园林局
文广旅局
通管办
银保监局

得 分
81.6
90.65
85.85
88.43

97.15
98.9
98.6
96.5

96
88
90
94
96
99

排名
4
1
3
2

3
1
2
4

2
5
4
3
2
1

昨天，我们在通州区五接镇开
沙村开沙大道与基地路交界处看
到，开沙岛农路驿站正在建设中。
今年，通州区在五接、东社、兴东、十
总、石港、金沙等镇（街道）选择6条
环线，以开沙大道、东平路、政合路、
成龙路、龙盛大道、于新路、石北横
路为代表，大力建设“美丽农路”。

通 州 全 区 管 养 农 村 公 路
2044.213 公里，通达到百姓家门
口。这些连接城乡，通向外面世界
的交通线，已经成为城里人的旅游
线，农村人的创富线，奔向农业现代
化、助推乡村振兴的产业线。

四通八达，触目所及皆美景

五接镇共有8个行政村，目前，
共建农村公路97条，累计长度达
110公里。其中，以景区为主的四
好农村循环线长约20.5公里，由开
沙大道、环岛西路、开沙小区路等
12条农路相连。

去年五一前夕，省交通运输厅
向社会公众推介十条江苏“最美农
路”，通州开沙岛旅游线入选。这条
线路沿线建设了典园、江心禅寺、途
居开沙岛房车露营基地、南通洲际
梦幻岛、中国乒乓球训练基地等一
批以“休闲、垂钓、采摘、运动、美食、
宗教、人文”为特色的景区。

开沙大道全长5公里，是一条
跨越长江北支线、贯穿开沙岛全岛
的主干线。该道路打通了开沙岛与
外界的联系，促进了开沙岛的产业
发展。2009年，恒力集团首次与通
州区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一期项目
落地；至2020年底四期项目签约，
恒力在通州总投资达到600亿元。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庾夏良说，初到之时，
公司所在的长江荒滩上，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而现在，岛
上的路四通八达，工人上下班从厂区到宿舍区每天都是大巴
接送，透过车窗，看到的都是风景。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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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烨）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庄中秋率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视察“七五”普法规
划落实情况。

近年来，崇川区观音山街道国胜社区立足自身实际，把法
治与青少年教育、廉政文化、社团建设和小区治理相结合，开展
系列普法活动。庄中秋一行仔细了解社区概况、法治建设等情
况，并察看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社区书屋等。庄中秋要
求，社区要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打造普法
宣传品牌和普法活动亮点，以务实的举措让普法教育深入人心。

在市安全警示教育体验中心，庄中秋认真听取市应急管
理局“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详细询问应急管
理法治宣传教育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庄中秋要求，相关部门
要建强普法宣传教育基地，持续培育应急法治文化，促进提高
全民安全意识、风险意识和预防能力，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
规范作用。 （下转A2版）

奋力推进法治建设走在前列
市人大视察“七五”普法规划落实情况

为迎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营造全市上下意气风发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本报今起推出“向党代会报告·县（市、区）篇”主题特刊，展
示各县（市、区）践行嘱托开新局——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奋力开拓“强富美高”实践新境界取得的显著成效，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书写优异答卷的有效实践。
今天推出海安篇，敬请留意。

喜迎党代会 展示新形象
本报今起推出“向党代会报告·县（市、区）篇”主题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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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彤）6日上午，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新明赴通州区和
南通高新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
稳致远，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
现代化建设起好步。

在通州区城市展览馆，吴新明详
细了解通州的人文历史、区位交通、
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他指出，通州
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

之乡、中国曲艺之乡，作为南通发展
的重要板块之一，要以创新思路、更
高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江海大道东延工程是南通主城区
与通州区互联互通的主要交通大动脉，
目前江海高架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工，
全线进入上部箱梁施工的高峰期。吴
新明强调，要把施工安全和质量摆在重
要位置，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把好施工材料和重点工序的质量
关，真正把这一民生实事工程办实办
好，促进区域间高效率互联互通。

随后，吴新明来到位于南通高新
区的南通深南电路有限公司。作为
国内PCB行业的领军企业，深南电路
通过开展方案设计、制造、电子装联、
微组装和测试等全价值链服务，为客
户提供专业高效的一站式综合解决
方案。吴新明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
谈，了解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产品
前景等情况。他希望该企业更加积
极地对接市场需求，不断开拓发展新
空间，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价
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

国500强企业恒力集团在南通设立
的子公司，目前一期、二期项目共计
120万吨聚酯纺丝加工项目已建成投
产，三期项目正在建设中，今年产值
预计突破100亿元。吴新明现场查
看了企业装卸码头和生产车间，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后续投资计划，
勉励该企业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创
新力度和智能技改投入，坚持走差异
化和多元化的创新路线，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能力，为南通纺织产业转型升
级作出更大贡献。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活动。

吴新明在调研通州区、南通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强调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讯（记者刘璐）面对复杂多变
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市外贸企业积极克
服疫情影响，对外贸易业务复苏增长态
势强劲。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
据海关统计，1-7月全市累计外贸进出
口总值1786.8亿元，同比增长26.9%，
其中出口1213.7亿元、进口573.1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9.7%、21.5%。7月
当月，全市进出口总值为283.3亿元，同
比增长26.5%，其中出口205.9亿元、进
口77.4亿元，同比增长39.8%、1%。

统计数据显示，与全国、全省相
比，我市累计进出口增幅高于全省9.5
个百分点、全国2.4个百分点。进出口

总值占全省的6.3%，位列全省第四。
当前，我市仍以一般贸易进出口

为主，占比为70.9%。欧盟、日本和美
国是我市市场出口的三大主体，总量
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增长13.9%。主要
出口市场保持稳定的同时，新兴市场
开拓取得积极成效，我市对东盟、非

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新兴市场出口
分别增长12.1%、3.3%、6.9%和3.5%。

作为全市经济发展主力军，民营
企业对外贸易活力不断增强。1-7月，全
市民营企业进出口857.4亿元，增长
23.9%。其中，出口675亿元，同比增长
26.2%；进口182.4亿元，同比增长16.1%。

1-7月外贸复苏增长态势强劲
进出口增幅好于全省全国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
仪式9月6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

下午5时2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
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张
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
海江、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海军司令员董军、空军
司令员常丁求、国防大学校长许学强。

晋升上将军衔的5位军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
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
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5位军官向习近平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
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以
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等参加晋衔
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