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主办：中共南通市委 出版：南通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25 邮发代号:27-19 文字投稿信箱：ntrbgj@163.com 图片投稿信箱：ntrbtp@163.com 编辑：汪小林(电话：68218883) 美编：刘玉容 组版：陆永健 校对：周玲

A1第 19765 期

今 日 8 版

看/南/通 观/天/下

2021年9月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八月小 初九

15

今日天气：阴有阵雨 最低温
度24℃左右 最高温度28℃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强调，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
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推动形成
适应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文化风尚、

道德追求、行为规范、法治环境、创建机制，实现网上网
下文明建设有机融合、互相促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意见》明确，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工作目标是：
理论武装占领新阵地，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进一步巩固；文化培育取得新成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网上精神文化
生活日益健康丰富； （下转A2版）

仰头见蓝、推窗见绿，空气越来
越好、河水越来越清。这是很多南通
市民的共同感受。

与市民的直观感受一致，来自生
态环境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我市AQI（空气质量指数）优良
天数比例为89%，列全省第一。2020
年，全市AQI达标率87.7%，同比上
升6.9%，全年收获321个蓝天，连续
三年全省第一；PM2.5平均浓度34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1%；省考断面
优Ⅲ比例90.3%，同比增加16.1%，创

“十三五”以来最好局面，全面超额完
成目标。

数据，折射绿色发展成效，也见
证南通对生态文明的孜孜以求。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瞄
准改善环境质量靶心，着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持久战，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明显。

蓝天碧水 齐心护佑

白露过后，秋意渐浓。早晚气温
逐渐转凉，在南通的城市客厅——长

江边的五山地区（上图 许丛军摄），
市民下班后来此骑行、跑步，享受阵
阵江风，欣赏秋日美景。

曾经，这里是一片生产岸线，“滨
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铁腕治理
唤回滨江美景，波澜壮阔的长江水，
世界各地的巨轮从这里驶过；五彩斑
斓的景观带，健身步道镶嵌其间，散
步的老人、追逐的孩童……俨然一幅
和谐美丽的生态画卷。

数据显示，与“十二五”末（2015
年）相比，“十三五”末（2020年）PM2.5

浓度从5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34微
克/立方米，降幅40%，AQI从67.7%
提升到87.7%，增幅为20%。水环境
治理实现三年三个大跨步，跻身第一
方阵，超过“十三五”规划目标16.1%，
主要入江入海河流平均水质消除劣
V类；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提升到92%，居
全省前列……

碧水蓝天净土是最可观可感的
生态福祉。这五年，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水、气、土污染防治工作作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持之以恒大

力推动污染防治，各级党委政府真正
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2018年初，南通市委、市政府率
先在省内成立了污染防治攻坚指挥
部，抽调人员、实体化运作，并“高配”
了负责人：指挥长为市委书记和市
长，督察长为市政协主席。对污染防
治攻坚开始实施“季考核、年述职”工
作推进机制，构建了督察、考核、问责

“大机制”。对督察和日常检查发现
的问题由轻到重以“工作联系函”“交
办单”“督办单”等方式交由责任主体
整改，并适时组织“回头看”，对问题
较为严重的，还同时提交市纪委跟踪
督办。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季度点评会，对各县
（市、区）环境质量和环境问题整改等
实行量化考核，不仅强化了组织领
导，压实了责任，也将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触角”延伸到了村、社区。

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为例，2020
年上半年，市政府专题召开扬尘整治

“654”专项行动会，聚焦建设工地、拆
卸现场、闲置地块、道路街巷、渣土运
输、“两场一站”等六大领域，通过市
级巡查交办、主体自查自纠、纪检督
查问责、社会访查曝光，严厉打击
扬尘违法行为，建立健全长效管理
机制。下半年“百日攻坚”期间，
市政府专题部署秋冬季大气治理工
作，对各地各部门再动员、再部署，强
化攻坚、全力冲刺，确保蓝天保卫战
圆满收官。

精准治污 源头防控

越来越多的蓝天数、持续走低的
污染浓度……五年来，我市生态环境
治理方式重点突出系统治污、精准治
污、依法治污相结合，有力有效解决
了一批污染防治难题。

生态环境治理，并非“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我市大气污染治理紧扣“控煤、降尘、
治企、管车、禁烧、联防”12字方针，淘
汰燃煤小锅炉3000余台，VOCs治
理全面提速，扬尘污染防治有力加
强；水环境治理围绕城市、农村两大
战场，聚焦农业、工业、生活、服务业
四大领域，发力攻坚，标本兼治，系统
推进，先后完成濠河及中心城区100
平方公里水环境治理、城镇污水处理
管网“十个必接”工作，建成九圩港泵
站、通吕运河水利枢纽工程、如皋焦
港河泵站等重点活水畅流工程。

精准治污，打出“组合拳”。借助
在线监控、雷达扫描、走航监测等先
进科技手段，结合全面排查、清单管
理等“土方法”，进行溯源分析、精准
查找污染源头。 （下转A2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

治污攻坚治污攻坚，，生态福祉惠万家生态福祉惠万家
本报记者 朱蓓宁 彭军君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近一段时间,到市政务中心办理业
务的市民再也不用为停车难发愁了。南通市区停车建设管理
整治工作协调联络组办公室会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印象
城，在工作日期间提供500个停车泊位，为到政务中心办事的
群众停车提供便利，3小时之内免费。办事群众停完车再过
一条马路就可以到达政务中心，此举有效疏通群众办事停车
堵点，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里。

“免费停车的时间设定与政务中心工作时间相呼应。为
了方便办事群众停车到印象城，市城管局在政务中心周边三
个主要的出入口放置了标识牌。”市城管局车管处工作人员介
绍说，此政策从今年8月份开始实施，印象城充足的停车位大
大缓解了办事群众停车难的问题。目前，政务中心的立体停
车楼也对周边居民共享停车，免费时间3个小时。

今年5月，我市印发出台《南通市市区停车建设管理整治
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开展以“立规
矩、增泊位、放资源、建系统、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停车建设
管理整治三年提升行动，成立了市区停车建设管理整治工作
协调组，从健全停车管理“五项机制”入手，系统解决城市停车
难问题。

政务中心周边
新增500停车位

3小时免费，为办事群众提供便利

本报讯 （记者朱文君） 昨天，
市委召开全市县（市、区）镇人大换
届选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王晖出席会议并讲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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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
署，依法依规、扎实有序推进县镇人
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为奋进现代化
新征程，勇当全省“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排头兵提供坚强
保证。

王晖指出，这次县镇人大换届选
举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节点进行的，事
关全局、事关长远。要讲政治、顾大
局，深刻认识做好这次换届选举是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地方政权建设
的重要任务，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推进法治南通建设的重要实践，
是奋进现代化、再来一次高质量发展

“沧桑巨变”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
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要通过这次换届，充分激发全市上下
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南通加快大门户
建设、加快一体化进程、加快高质量
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王晖强调，要严纪律、守规矩，
全面落实县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部
署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

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严格代表人选标准，切实把
好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选优配
强领导班子，突出实干导向，优化班
子结构，遵守法定程序，持续提升班
子整体战斗力。严肃换届选举纪律，
认真组织学习中央关于加强换届风气
监督的精神和“十严禁”纪律要求，
抓好预防、加强监督、严格执纪，确
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王晖指出，本次县镇人大换届时
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工作要求
高，各地各部门要担责任、抓落实，
切实加强县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组
织领导。各级党委要承担主体责任，
加强对换届工作的统筹协调；各级人

大要履行法定职责，加强对本地区人
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具体指导；相关部
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
完成好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要统筹
抓好人大换届选举、经济社会发展和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凝心聚力
谱写“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现代化
篇章。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庄中秋主持会议，并对换届选
举工作作具体部署。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陆卫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封春晴，分别对换届选举相关工作
提出要求。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卫成、秘
书长杨扬参加会议。

王晖在全市县（市、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力以赴做好县镇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为奋进现代化、勇当排头兵提供坚强保证

⑤

标本兼治 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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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颐生村打造功能齐全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服务阵地——

志愿服务架起党群“连心桥”
■A4看南通·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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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聚焦典型、引领示范，
动员全社会力量聚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样板——

《乡村振兴》半月刊今起推出

本报讯 （记者李彤）昨
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新
明赴海门区、启东市调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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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抓机遇，放大优势，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为南通
勇当全省“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排头兵作出更
大贡献。

上午，吴新明走访了海门
区部分重点企业。江苏当升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新型锂
电正极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
吴新明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
生产工艺、节能降耗等情况，希
望企业进一步优化技术、更新
设备，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
平。“今年邮轮订单怎么样？技
术上有什么新的突破？”在招商
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吴新
明边看边问，勉励企业进一步
扩大优势、提升竞争力，努力
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先行者。
南通佳之味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8年落户海门，由一家苏
州企业投资建设。在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后，吴新明说，
这家企业是南通与苏南产业融
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要以一流
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吸引
更多苏南企业选择南通、布局
南通。

下午，吴新明一行来到启
东。江海产业园致力打造长三
角魅力“蓝湾”，位于其中的唐
韵龙湾综合文旅项目是省重大
项目。在实地考察项目建设情
况后，他希望企业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为南通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新的亮点。在圆陀角
旅游度假区，吴新明听取了“缤纷百里”最美海岸线示范段建
设情况介绍，要求加快推进岸堤道路贯通、生态岸线修复、沿
线景观提升，全力打造展示南通江海魅力的“窗口”。同时，他
实地检查台风应对处置工作，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准确研判、
科学应对，确保将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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