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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中国已确立全球创新领先者地位
202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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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20 日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 日发布《2021 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
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 14 位上升至今年的第 12 位，仍是
前 30 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报告称，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确
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十名
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
续重要性”
。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单位 GDP（国内生
产总值）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如按专利总
量计算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 GDP 的商标和工业设计
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

标上，
中国仍落后于德国和美国。
从创新集群的地理分布来看，今年全球前十名与去
年类似，只有微小变化。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
列全球前 100 个创新集群的第二和第三名，仅次于排名
第一的日本东京-横滨集群，而上海排名第八。排名前
100 的集群中，中国有 19 个，仅次于美国的 24 个，但中国
的集群在科技产出方面的增长最为显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每年发布一次，对
132 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排名。与过去几年一
样，瑞士、瑞典、美国和英国的排名继续领先，分别位列一
至四位。今年进入前十名的还包括韩国、荷兰、芬兰、新
加坡、丹麦和德国。

创建“高质量教育县域样板、长三角北翼教育名城”——

如皋品质教育“智启”城市未来
示范区建设试点，全面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2014 年，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将如皋命名为“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2015
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将如皋命名为
“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新学期伊始，新成立的如皋师范 “教育如皋”
品牌新征程。
（市、区）”；2020 年，江苏省教育现代
学校第二附属小学，除了足球场、篮
化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如 皋 综 合 得 分
亮点纷呈，
品牌教育跑出新
“皋”
速
球场、演艺厅、舞蹈室、体育馆等硬件
94.08 分，连续五年领跑南通，入选国
设施外，还有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了
春满鲜花，夏铺浓荫，秋透沁香， 家教育现代化监测样本县区。十年
不少家长的目光。
“ 区域教育差距进
冬显绿意。在如皋西郊，有一所既有
来，由城区教育均衡走向全域教育均
一步缩小，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到好
深厚文化底蕴又充满现代人文气息
衡，由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走向全阶优
学校。”
的高中。6 月 28 日，江苏省教育厅正
质均衡，如皋教育交出了一张“公平
加快推动如皋教育跨越式发展， 式发文，如皋市第二中学晋升江苏省
而有质量”的答卷，努力让每个孩子
全力打造“高质量教育县域样板、长
四星级普通高中。至此，该市实现省
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三角北翼教育名城”。在上旬召开的
四星级普通高中全覆盖，全面开启高
优质均衡的教育，能给百姓带来
如皋高质量教育县域样板创建动员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除了 8
中学段优质均衡发展新的里程。
大会上，如皋市委市政府发出动员
所普通高中均为江苏省四星级普通
致力于教育公平，深化教育供给
令，正式开启如皋全力打造新时代
高中，如皋还有两所中等职业学校均
侧结构性改革，2010 年，如皋被列为
“南通第一、江苏一流、全国知名”的
为国家级重点职业高中，高中阶段教
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改革发展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活跃

育毛入学率 100%；68.7%的幼儿园
成为江苏省优质幼儿园，学前教育三
年毛入园率 100%；义务教育巩固率
100%。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成果见证着
如皋教育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如皋
以奋勇拼搏、争当表率的姿态，跑出
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皋”
速度。
均衡发力，
“解锁”
优质校园新质态
五颜六色的跑道、绿草如茵的足
球场、丰富多样的户外游戏场地、智
能化的教学设备……这是坐落在如
皋东部乡村间的东陈镇丁北幼儿
园。
“经过升级改造，学校不论从环境
还是基础设施来看，和城里的幼儿园
没啥两样。”原本打算将孩子送去城
里上学的张女士，最终放心地将孩子
送进了家门口的幼儿园。
（下转 A2 版）

食品服装黄金珠宝热销
本报讯 （记者刘璐 实习生沈星瞳）中秋节期间，全市消
费市场呈现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秩序良好、消费活跃的良好
态势。市商务局 21 日发布统计数据：节日期间重点监测企业
合计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3.83 亿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商
品零售 3.77 亿元，
餐饮收入 567 万元。
各大商超、专业店提前组织货源，积极开展折上折、购物
抽奖、满减、买赠等各具特色的促销活动，既吸引消费者的眼
球，
又拉动节日消费。
城乡居民消费更加理性务实，食品、换季服装、出行需求、
黄金珠宝等销售较旺。生活刚需有增无减，以本地消费群体
为主的超市销售保持平稳增长，23 家监测超市企业节日 3 天
共实现销售额 6927 万元，同比增长 6.2%。其中，市区 7 家大
型超市销售额合计 3258 万元，同比增长 7.9%。
商业综合体人气旺盛，吃、喝、玩、乐俱全的各大购物中
心活动丰富多彩，成为市民消费、休闲的首选之地，各种款
式新颖、价格适中的服装鞋类成为销售亮点。据监测，全
市 17 家重点商场综合体累计实现销售额 1.13 亿元，同比增
长 24%。
此外，中秋期间也是婚庆黄金首饰需求量高峰期。节日
3 天，市区监测的商场内黄金珠宝总销售额达到 847 万元，同
比增长 87.5%。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援外医疗队出征
12 名医师赴桑给巴尔服务 1 年
本报讯 （记者李波 通讯员邵勇林）昨天上午，由 12 名南
通大学附属医院“白衣外交官”
组成的中国(江苏)援外医疗队，
启程前往受援国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执行为期 1 年的援外
医疗任务。
江苏是首个承担援外医疗队派遣任务的省份之一，1964
年 8 月就向桑给巴尔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1993 年起又分别
承担向圭亚那、马耳他派出医疗队的任务。57 年来，江苏省
已先后派出医疗队（组）67 批 1107 人次。
据介绍，通大附院此次派出了消化科、普外科、泌尿外科、
妇产科，耳鼻咽喉科、口腔外科、医学影像科、眼科、麻醉手术
科、针灸科等多个科室的 12 名骨干医师，他们将与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派出的医师一起组成第 31 期中国（江苏）援桑
给巴尔医疗队。这是通大附院从 1966 年起派出援外医师人
数最多的一次，此前该院已经先后派出 13 名同志前往桑给巴
尔执行援外任务。

工贸企业安全执法检查已抽查企业27家

昨天是中秋佳节，南通动车运用所存车线上排列的动车组在朝阳下呈现别样景致。据介绍，中秋小长假前两天，南通动车运用所检修数量、过夜存放数量等均有
所增长。仅 20 日晚就检修动车 15 组，夜间停放的 6 种不同型号动车由平时的 30 多组增至 47 组。
记者 许丛军摄

海安白甸镇周垛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水乡洼地成产业集聚高地
初秋时节，走进海安市白甸镇周
垛村，随处可见这样一道风景：大片
的水面上，头戴遮阳帽的妇女坐着采
菱桶正忙着采摘菱角。这里的菱角
粉糯香甜、营养丰富，畅销南京、上海
等地。利用水面资源丰富这一优势
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周垛村
振兴村级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菱角
种植已成为村民收入的来源之一。
周垛村位于白甸镇中部，该村地
势低洼，曾有“锅底”之称。近年来，
该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水

乡洼地成产业集聚高地。2020 年，
村营收入达 112.32 万元，村民人均年
纯收入 2.45 万元，跻身南通市首批产
业兴旺类乡村振兴先进村培育对象。

党建引领 建强战斗堡垒

“这款龙顺有机大米软糯香甜，
能人带动 培育特色产业
比一般大米好吃多了……”周垛村党
员志愿者变身网络主播，带领农场主
周垛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站
线上直销龙顺有机大米、梓源草莓、 在高处俯瞰洪家滩樱桃园，大写的
新鲜火龙果等白甸特色农产品。周 “LOVE”映入眼帘，刷爆了朋友圈；
垛村的发展和变化，离不开一个有力
春奎生态园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

明日 3 时 21 分
“秋分”
主管、主办：中共南通市委

的村
“两委”
班子。
1962 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曾在周垛村拍摄群众奋战洪涝事
迹 的 纪 录 片 ——《洪 家 滩 保 卫 战》。
周垛村发扬当年排涝精神，狠抓基层
党支部建设，建立完善管理制度，积
极动员党员群众克服困难，
推进水利、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农业
产业和美丽乡村建设，
走出了一条
“党
建+产业项目”的新路子，让群众看到
了发展带来的实惠。该村连续三年被
评为海安市“五星级基层党组织”，连
续 5 年民主测评群众满意率 100%。

出版：南通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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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游客们挽着果篮采摘晴王葡
萄，感受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
乐趣；南通单体种植规模最大的袁
兵草莓园内，年轻的父母带着小孩
采摘新鲜草莓，满口的奶油香，满满
的幸福感……
产业振兴需要人才的带动引
领。春奎生态园由本村回乡大学生
韦春奎创建，占地面积 110 亩，是该
村最早的果品蔬菜采摘园，品种有草
莓、甜瓜、葡萄、黄瓜、火龙果等。其
注册的商标“白甸”牌，2021 年获江
苏省优质黄瓜好品牌特等奖。韦春
奎致力于家乡建设，采摘园在带动旅
游业的同时，也提供就业岗位，有效
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
创业能人袁兵 2003 年从日本回
到周垛村种植草莓，如今种植规模扩
大到 300 亩。
（下转 A2 版）

确保整改到位
共筑安全屏障
本报讯 （记者周朝晖 俞慧娟 通讯员陶新华）
“现在将检
查结果反馈给你们，希望你们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认真制定
整改举措，确保整改到位。”上周，由市、县（区）两级应急管理
部门组成的执法检查组，在抽查苏锡通园区一家金属熔融企
业后，就发现的相关隐患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记者获悉，对
全市冶金等工贸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开展的执法检查抽查行
动，
将一直持续到 9 月底。
此次执法检查抽查范围包括冶金等工贸行业中涉及金属
冶炼（高温熔融）、涉爆粉尘、大量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前
期，我们对全市涉及金属熔融工艺企业集中开展了安全诊断
专项行动，由市级核查诊断了其中部分重点企业共 150 家。
在此基础上，再次启动冶金等工贸行业领域重点企业执法检
查行动，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企业排查治理隐患，把事故消灭在
萌芽状态。”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市局安全
生产基础处、政策法规处、监察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了三支
执法检查组，同时整合县（市、区）执法力量，进行异地交叉互
查，
各地随机抽查 3 至 5 家企业。
自 9 月 7 日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以来，三个检查组已抽查企
业 27 家，
查出问题隐患 200 多条。

英才集聚筑生态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组织工作综述④
■A2 看南通·要闻

旧衣回收捐赠期待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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