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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俞慧娟）14日，在收听收看全国中秋
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和省续会后，我市召开
续会，就贯彻落实全国和省会议精神，扎实做好中秋国
庆“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单晓鸣出席会议并讲话。

单晓鸣指出，“两节”将至，群众出行、旅游和各类节
庆活动增多，人流、物流、车流剧增，诱发生产安全事故
的因素也明显增多。她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认
清形势，着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道路运输、危险化
学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旅游、海洋渔业等重点
行业领域，从严落实安全监管举措。要强化应急值守，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事
故信息报告制度，为全市广大人民群众欢度“两节”营造
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14日，“SHOW JIANGSU”摄
影采风活动在我市启动，来自欧新社、法新社、葡萄牙卢
萨社、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日本《读卖新闻》、奥地利《新
闻报》、德国电视台等国际知名媒体的记者和摄影师走
进南通，用独特的外媒视角、精彩的镜头语言，全方位讲
述高质量发展故事。

启动仪式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
任杨力群，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杜晓明，市委常委、秘
书长，市纪委书记姜东共同揭开蓝印花布，启动

“SHOW JIANGSU”摄影采风活动。
今年“SHOW JIANGSU”摄影采风活动以“向海而

生 高质发展”为主题，外媒记者和摄影师先后前往南
通、盐城、连云港三座沿海城市，用镜头和影像感知江
苏沿海生态风光带、滨海风貌城镇带和高质量发展经
济带。

“对这次采风活动非常期待。”法新社签约摄影师
Raul Ariano说，江苏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重
视生态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此次从国家
创新型试点城市南通出发，从海边的风车到干净整洁的
生产车间，再到奇妙的大圣故里，希望能用镜头讲述江
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生动故事。

本报讯（记者张烨）1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
玉琴率队，对社会建设领域的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
施情况开展视察调研。

今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共40件，其中社会建设
领域的民生实事项目10件，涉及就业、养老保障、市民健
身等。多数民生实事项目按照序时进度高质量推进。

在崇川区世纪花城体育公园，葛玉琴现场察看了
健身步道和嵌入式球场建设项目，仔细询问项目规划、
建设等情况。在低保户尹德华的家中，葛玉琴详细了
解其家庭生活、社会保障等情况，认真察看残疾人无障
碍设施改造情况。在老党员董秋珍、缪杰夫妇家中，葛
玉琴检查了居家适老化改造和智慧养老服务项目实施
情况。在市政务中心人社局综合服务大厅，葛玉琴认
真了解人社一体化平台监控指挥中心、就业一件事专
窗、工伤一件事专窗和为民服务事项等情况，并对市人
大代表有关“多方面稳岗促就业”重点建议进行了现场
督办。

葛玉琴要求，相关部门要继续把群众放在心上，扎
实推动为民办实事项目，着力解决群众各项“急难愁盼”
问题。要进一步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
准性和实效性，真正把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要压实
各方责任，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任务。

“电瓶车占用新村道路，影响正常
通行。”日前，任港街道晨苑社区居民
向尚德网格反映了这一情况。任港街
道综合执法局和社区工作人员立刻到
现场，初步决定在数十余处符合设置
条件的区域进行非机动车停车线施
划，增加了9600余个停车位。

9285万条资源、2.57亿次的数据
共享交换，1万多路的视频……借助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
崇川区打造与主城区地位相匹配的

“城市智慧大脑”，实现“一个中心管
全域”，在助力生态保护、护航经济发
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9月 10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

“奋进现代化 跑赢新赛程”媒体见面
会走进崇川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感受“最强大脑”带给基层治理
的改变。

“1+16+824”织密“智慧”网

智能化建设是网格化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

电子大屏上，可随时切换小区出
入口、高空抛物监控、电动车梯阻的
实时视频。走进学田街道社会治理现
代化指挥中心，崇川区首个智慧小区
——天龙逸园的管理模式为大家提供
了未来小区治理的范本。刷脸进出小
区、消防通道被占道就会报警、空巢老

人通过“一键报警”及时求助，此外，还
有智能窨井盖、智能烟感报警器、智能
充电桩……“智慧小区”融合“大数据+
铁脚板+网格化”的治理模式不仅提升
了基层的治理效能，也让众多居民感
受到“智慧生活”带来的便捷。

南通是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城市，崇川作为主城区，推进
区域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不言而喻。去
年区划变更后，崇川区整合各方力量，
以大数据赋能区域治理，打造主城区

“最强大脑”。建成 1个区指挥中心和
16个街道指挥中心、优化调整824个综
合网格，形成了纵向指挥到底、横向协
调联动的立体化、全覆盖的“1+16+
824”的联动指挥体系，实现了“一个中
心管全域”。

崇川区在全市率先试点大联动指
挥平台，建成汇聚了全区网格化、“雪
亮工程”、12345政府热线、数字城管以
及 30个部门和 16个街道业务系统的
数据资源的数据共享体系，为主城区

“最强大脑”织密智慧神经网络。

联动作战提升治理效能

“大生路与厚生路路口的流动摊
点请注意，你已进入天生港镇街道综
合执法局的管理范围，你的违法行为
已被全程取证，请立即离开。”出店经
营、流动摊贩、门前三包等违章行为不

需要执法队员到现场也能进行管理。
依托94个AI视频监控点位、14个渣土
车卡口点位和 12个天眼全景点位，搭
配无人机、执法记录仪和对讲机等辅
助装备，港闸经济开发区实施全域范
围智慧监管，实现辖区内各类社会事
件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
时间处置。

“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崇川区建
立网格与部门联动模式，提升网格化
社会治理效能。以城乡社区网格为基
础，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为枢纽，以
服务管理事项为重点，以信息化手段
为支撑，推动区级职能部门协同参
与。通过这种协同作战模式，聚焦基
层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实行“问题收
集、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综合评价、核
查督办、一哨一档”闭环管理，切实增
强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对城乡居民群
众实际需求的响应度。

三张图拓展“智治”内核

汇聚全区之“智”，实现全域
之“治”。

“最强大脑”的打造让崇川区实现
基层社会“智”理成为现实。“和平桥街
道，请对老小区改造工作进行核查。”
在崇川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硕大的屏幕上显示着工单事件列表、
城市地图、现场连线视频等内容。通

过“联动治理一张图”，人在崇川区区
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濠北社区的
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实时图像尽收眼
底。今年，崇川区打造“联动指挥一张
图”平台，可全面直观地掌握整个崇川
区域的信息及辖区内资源，自动锁定
紧急事件位置并发出预警，提升行政
指挥效率。

不仅仅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楼
宇经济一张图”、“长江生态眼一张图”
的打造，为“最强大脑”的区域治理现
代化赋予了更多内涵。

作为中心城区特色，崇川区楼宇
经济备受瞩目，“楼宇经济一张图”可
预警发现、自动分析，及时反映楼宇内
的空置率、纳税情况、招商比例、人才
状况等。并建立了法律风险预警、经
营风险预警、金融监管企业预警、企业
高频投诉预警等8个预警项，为楼宇经
济的健康发展撑起“保护伞”。与之类
似，“长江生态眼一张图”，突出防捕、
防污、防汛、防溺等功能，构建起长江
生态的监测预警、联动指挥闭环体系，
成为崇川区长江生态保护的数字治理
的重要抓手。

从邻里自治到“警网融合”平安前
哨工程，崇川区多项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目
前，崇川区正着力打造多层次宽领域
的项目体系，努力打造全国区域治理
的崇川样板。 本报记者 袁晓婕

本报讯（记者苗蓓 江姝颖）家纺
产业链零碳绿色时尚“领跑者”行动昨
天在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启动。国内
外行业领军企业奥地利兰精集团、江苏
大生集团以及江苏瑞爱福科技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上下游携手共建绿色产业
生态链。此举标志着南通家纺布局“零
碳”产业链迈出实质性第一步。

纺织业是南通标志性支柱产业。
南通已经形成涵盖“织、染、印、成品、研
发、物流”完整的家纺产业链，叠石桥和
志浩两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家纺类商
品集散中心和流通领域的领先集群，在
全国家纺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南通
国际家纺产业园目标建成世界级高端
家纺产业集群。在此背景下，贯彻落实

国家“双碳”战略决策，加快企业绿色转
型，推动产业低碳高质量发展，成为南
通家纺的必然选择。

当天签约合作的三家企业均是行业
内领军企业。其中，兰精集团是全球纤
维素纤维的领军者，首家制定并获批“科
学碳目标”的纤维素纤维生产企业，其产
品零碳天丝™纤维，通过减排和碳补偿实

现净零碳排放，获国际认证。大生集团
是全国纺织行业环保上浆示范生产线和
节能减排技术应用示范企业。江苏瑞爱
福是家纺行业的优质面料生产领先企
业。三方强强联手，旨在通过发挥南通
家纺产业集聚优势，打造低碳环保的优
质产品，推动南通家纺产业向全产业链
零碳绿色时尚的赛道迈进。

1.租赁形式及期限：签订办公楼租用合同，租期5年。

2.出租方需提供位于南通市港闸经济开发区范

围内，距离最近的高架入口不超过 5公里，独立的一

幢3层及以下独栋或双拼办公楼，建筑面积在2000至
3000平方米间，配备固定私家车停车位50个。

3.出租方需承诺出租场所具备设置员工食堂的

条件并配合承租方办理设置食堂的相关手续。

4.报价截止日期：2021年 9月 24日 13:30。详细

要求及报价事宜可致电联系，联系人：刁若凡，联系电

话：0513-85165057。

南通天电新兴能源有限公司

办公场所求租公告

南通天电新兴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2日

紧盯重点领域 压实安全责任
我市部署“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外媒记者镜头里感知高质量发展
“SHOW JIANGSU”摄影采风活动在通启动

把民生实事办成民心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为民办实事项目

崇川区织密数据“神经”，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1+16+824”的联动指挥体系——

从治理到从治理到““智智””理理
““最强大脑最强大脑””为基层治理赋能为基层治理赋能

携手上下游共建绿色产业链

南通家纺布局“零碳”赛道

14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日报网和南通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承办，启东市委宣传部、通州区
委宣传部、崇川区委宣传部协办的“Go Jiangsu”海外社交媒体外籍粉丝线下行——走进江海明珠南通活动来到造物天地文
化体验馆。来自意大利、墨西哥、日本、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外籍粉丝们身着汉服，在国家级非遗南通蓝印花布和仿真绣的传承
人指导下，体验植物染料扎染工艺，制作蓝染手帕，学习仿真绣，进行古琴演奏，体验“穿越”文化之旅，感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魅力。 记者 许丛军摄

（上接A1版）“天眼”+“地勤”的监管模
式，对精准治污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有
效解决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
基础保障。

化工围江、传统行业环境污染严
重……我市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销
号管理，紧抓8大类交办问题整改，通过
精准治污，切实解决长期累积的历史遗
留问题，倒逼传统行业优化布局、转型
升级。我市取消海安、海门、启东三个
化工园区定位；协同推进化工产业安全
环保整治提升、危化品综合治理、违法
违规“小化工”百日专项整治，2019年
以来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162家，其
中沿江1公里范围内29家。拆除93家
钢丝绳企业酸洗磷化工段，关闭退出67
家印染企业，综合整治废旧橡胶再生行
业，建成热处理产业平台，重金属废水、
铅污染、废酸污泥等污染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8大类1368个交办问题，整改完
成率超过99%，重点解决了狼山港务公
司硫磺码头（在狼山一级保护区内）、如
皋沪江废油、如东老十八总地区危废填
埋等一批老大难问题。

标本兼治 久久为功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是污染防治从治标走向治本的重
要抓手。五年来，我市积极探索、改革创
新，可见更多理念之变、发展之变。

厚积而薄发，时间给出了最好的答
案：南通在全省率先实施污染防治百分
量化考核，每季度排名第一和末尾的地
区党委政府负责同志要在全市大会上

交流表态；确定全市首批553家监督执
法正面清单企业和150家环保示范企
业，对守法企业免于现场检查，对绿色
企业实行应急管控豁免；全市727家重
点排污单位配置一名“环保总监”，改变
以往企业环保工作无人管、不懂管的局
面，属全国首创；生态环境损害试点形
成“南通模式”，入选“第二届江苏生态
环境十大先进典型”，工作经验全国推
广，案件数量、赔偿金额均居全国前列，
有效破解“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
单”困局，被生态环境部确定为损害赔
偿制度基层联系点……

“十三五”期间，全市还投入5亿元
用于监测监控建设，为精准治理、溯源
分析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全市有各类

空气自动监测站124个，是“十二五”末
的 6.8 倍，大气自动监测网络基本形
成。全市有各类水质自动监测站108
个，比“十二五”期间增加6.2倍，覆盖国
控、省控、入江、入海主要断面。此外，
全市建成噪声自动监测站8座，建成
11个固定式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控设
施，对377家重点排污单位、633家排
污许可证重点单位实施自动监控，完
成1600多家企业的用电监控，完成80
家重点企业视频监控。化工园区、省
级以上工业园区基本建成自动监控平
台，全市监测监控能力实现量与质的同
步飞跃。

五年时光波澜不惊，岁月宁静似
水，轻缓前行。树木生长，花儿绽放，绿
水青山的底色正由“浅”变“深”，成为全
社会发展的主色调，优良的生态环境让
江海儿女享受到更多的民生福祉。

（上接 A1版）道德建设迈出新
步伐，网民思想道德素质明显
提高，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网
络风尚更加浓厚；文明素养得
到新提高，青少年网民网络素
养不断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
任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治理
效能实现新提升，网络生态日
益向好，网络空间法治化深入
推进，网络违法犯罪打击防范
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创建活动
开创新局面，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向网上有效延伸，网
络文明品牌活动巩固提升，网
络空间更加清朗。

《意见》指出，要加强网络
空间思想引领，加强网络空间
文化培育，加强网络空间道德
建设，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
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加强
网络空间文明创建。《意见》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意
义，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
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
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
作机制。

全面推进
文明办网文明用网

治污攻坚，生态福祉惠万家

（上接A1版）位于启东经济开发区的药明康德、至纯科
技是近年落户的科技型企业，吴新明仔细察看企业研发
实验室、生产车间后，要求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引擎，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技术攻关，为未来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调研过程中，吴新明在海门、启东分别召开座谈会，
听取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抢抓机遇
快发展，加快推进跨江融合，以制造业项目和科技型项
目为重点，进一步加强与苏南产业对接、创新协同，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要放大
优势求突破，海门要依托区位交通优势，高起点规划、高
品质建设、精细化管理，打造宜居宜业新主城；启东要发
挥江海资源优势，统筹推进产业、生态、文旅建设，全力
打造独具特色、江海联动发展的“缤纷百里”。要以人为
本惠民生，聚焦民生“八个更”要求，扎实补齐民生领域
短板，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守
牢底线防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社会稳定，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活动。

抢抓机遇 放大优势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