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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阴局部有小
阵雨 最低温度 24℃左右 最高温
度31℃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9月28日，距离陆地50公里的如东东
北部海面上，如东H2海上风电场首批3台
5兆瓦风机并网发电，每天上网电量12万
千瓦时。

这是今年投运的第4个海上风电场。
到目前为止，如东全容量投运的风电场已
达25个，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累计并
网发电324亿千瓦时，加上光伏发电、生物
质发电、垃圾发电、沼气发电，该县清洁能
源产生巨大的环保效益，与火电相比，节约
标煤1299.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465.15
万吨、二氧化硫13.22 万吨、氮氧化合物
9.84万吨，节水10577.5万吨，成为名副其
实的“全国海上风电第一县”。一串绿色电
能开发领跑全国的数据让人欣喜不已。

风里“淘金”，始于如东县委县政府20
年前的一次大规模测风行动，得出海上满
发小时数达到3000小时的结论，随即打出

“以资源带投资、以投资促产业、以产业推
转型”的招商策略。2002年，全国第一个
风电特许权项目落户小洋口，风电场建设
踏上破冰之旅。

挺进蓝海种“风机森林”，这是前无古
人的破冰之举，海上龙源全国开先河。他
们首创无过渡段单桩施工技术，打下的单
桩垂直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技术在
国内大规模推广采用，被复制到了欧洲。

海上龙源15万千瓦示范项目投运9年
来，累计并网发电82亿千瓦时，坐上亚洲
最大海上风电场上网电量第一的交椅。
2016年1月28日，中广核集团自主开发建
设的如东15万千瓦海上风电场示范项目
并网发电。这是全国首个“双十”（离岸距
离不少于10公里、滩涂宽度超过10公里
时海域水深不得少于10米）风电场成功投
运，为中国风电进军深蓝海域树立了标杆，
开发如东深海风电场的项目蜂拥而至。

去年年初以来，上百艘施工船齐聚如
东壮阔的海面，投资额686亿元、总装机容
量380万千瓦的13个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热火朝天，打桩、吊装作业争分夺秒，相继
投运。目前，如东沿海1071台风机竞相摇
曳，每月上网电量3.5亿千瓦时。到12月
底，全部建成投产后，如东风电年上网电量
将超过135亿千瓦时。

“持续壮大风电产业，打造全国绿色能源
示范城，到2025年，全县风电装机总量突破
1000万千瓦。”如东县发改委副主任张俊说。

上海电气如东公司生产的4兆瓦风
机、海装风电生产的5兆瓦风机、重通成飞
生产的风叶、海力风电生产的塔筒，一台
台、一只只大型风电设备从海堤内的风电
产业园运进拥有东方“埃斯比约港”之称的
小洋口风电母港，直奔一座座在建抢装的
海上风电场。 （下转A2版）

得枢纽者得天下。
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

交通发展史。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
于区域发展而言，犹如人体之血脉，
综合交通枢纽更是成为区域发展的
先决条件，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作
用。当前，南通建设江苏开放门户其
局已开、其势已起，要求我们在强化
枢纽功能方面发力突破、提供支撑。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一枢纽
五城市”蓝图时，明确提出“突出交
通先导，建设畅联全国通达世界的
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将建设综合
交通枢纽放在“一枢纽五城市”首
位，折射出全市上下对交通“好通”
的渴望和重视。随着党代会描摹未
来5年的蓝图徐徐展开，一个通江达
海、陆海空对接、多式联运、内捷外
畅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不
断推动南通成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对长三角

乃至中国沿江沿海经济版图的重构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迈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向外
看，我们需要打造更大体量、更高质
量的国际开放门户，重点推动沿海地
区高质量发展；向内看，我们需要打
造适度超前、立体互联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重点推动跨江融合一体
化发展，以更好支撑引领“双循环”的
顺畅有序。从地图上看，南通滨江临
海紧邻上海，既有跨江出海链接全球
的海港优势，也有溯江而上服务内陆
的通道优势，还有依托上海融入世界
的窗口优势，天然具有门户功能。“枢
纽”不仅是地图上最直观的表达，更
写进了国家的战略规划里。立足江
苏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交汇点、在服
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
的大背景，通州湾新出海口作为长江
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即将开港，南通
新机场作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重要

组成部分选址获批……可以预见，未
来五年间，南通交通好戏连台。

突出大交通先行，倡导水陆空协
同。宽阔江面上，加速形成“八龙过
江”格局，南通“向南通”的烦恼迎刃
而解；江海平原上，曾经“地无寸铁”
的南通一举还清旧账，全面融入“轨
道上的长三角”。特别是通州湾新出
海口、南通新机场两个“重量级”项目
意义非凡，使南通在国际国内大循环
中的城市地位一跃而上。如今，承担
着“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使命
的通州湾新出海口将于年内开港，形
成“江出海、海进江”江海联运优势。
南通新机场纳入国家《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完成选址
并加快预可研报批，是促进长三角一
体化的重要实践。

从“十三五”迈进“十四五”，枢纽
南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补齐
了高速铁路、过江通道等突出短板，
建成了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
目，群众出行更加舒适，经济要素流
动更加便捷，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力持续增强。因为高铁、空港，
世界在变“小”，南通在变“大”。去

年，沪苏通、盐通高铁先后通车，京沪
二通道由此全面贯通，不仅为南通带
来了跨江同城化效应，也使得北翼沿
海发展轴与长三角核心区无缝接轨，
对南通及长三角北翼沿海板块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格局性影响。数字
将成为最直观的表达——“十四五”
期间南通交通运输完成总投资 1500
亿元、力争完成 2000 亿元，在“十三
五”基础上实现翻番目标，基本建成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与上海、苏
州、嘉兴共同打造成以上海为核心
的“1+3”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取
得关键进展。

与枢纽地位凸显、枢纽经济繁兴
同步的，是城市能级的提升。交通枢
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集聚资源要素，
并通过高强度的集聚和辐射推动着
全产业链发展，优化要素配置。站在
新起点上，以贯彻落实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为契机，抓住国家多重战略叠
加优势，江海儿女继续逐梦前行，早
日建成“承南启北、连贯东西、通达全
国、面向世界”的大交通格局，实现更
多的“天堑变通途”，再来一次枢纽南
通的沧桑巨变。

加快建设“一枢纽五城市”系列评论①
突出交通先导，

建设畅联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本报评论员

重点批零住餐企业
7天销售 亿元

12家重点景区
共接待游客近 万人次

假期平安畅通稳定
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农批市场7天供菜 吨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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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娇娇）昨日，在
南通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体育
公园站施工现场，穿着工作服、佩戴
安全帽的地铁建设者们正在有条不
紊地施工。由中铁一局南通轨道交
通2号线6标承建的工程施工任务
为两站三区间，目前正进入大干高
潮期。这是南通轨道交通在建施工
项目的5000多名地铁建设者坚守
一线的缩影。

“全体管理人员国庆节假日期
间始终坚守岗位，无一缺席，现场
200多名工人分布在多个作业面，
分批昼夜施工，力争确保每一个施
工节点目标。”中铁一局南通地铁2
号线6标党支部书记刘德尧告诉记
者，该标段与其他标段相互影响，沿
线构筑物较多、工程环境复杂，盾构
掘进进度指标高。国庆长假期间，
项目部制定了详细的值班表，分工
序、按岗位轮流值班，确保每个施工
环节有人施工、有人盯控；同时项目

部也积极配合上级单位开展安全质
量、文明施工等检查，确保节假日期
间安全质量、疫情防控全面受控。

国庆长假期间，轨道公司严格
执行领导在岗带班，现场安全监控
中心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风险咨
询、第三方监测、应急抢险队和地保
巡查等单位全员值守，累计开展巡
查巡视32余组次，发现并督促消除
安全隐患50余个，轨道交通工程建
设安全生产平稳有序，未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与应急事件。

截至目前，轨道交通1号线一
期工程28个车站全部封顶；58个正
线区间全部贯通，正线铺轨实现轨
通。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17个
车站（含青年路、环西文化广场站换
乘 站 2 号 线 部
分）16个车站封
顶；32个盾构区
间 26 个单线区
间贯通。

5000多名地铁建设者
假期不停工

本报讯（记者冯启榕）6日下
午，在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体育馆
内，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
为返校师生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当天，南通科技职业学院19级工
程造价专业学生侯鑫龙跟随家人
从昆山直接坐汽车来学校报到，
不出校门就可以免费做核酸检
测，让他觉得既方便又贴心。

事实上，市疾控中心今秋高
校开学季护航行动早在9月21日
就正式启动，首站南通大学，三天
内就完成通大老生返校核酸采样
工作共计2万多人次。疾控中心
先后派出采样人员249人次，累
计完成采样工作38200多人次。
据市疾控中心流调基地副队长、

团总支书记
茅 丽 婷 介
绍，国庆长
假期间，该
中心派出采

样人员119人次，持续做好南通
大学、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南
通科技职业学院等学校的新冠病
毒核酸采样工作，截至目前共计完
成14000余人次核酸采样，为全市
高校顺利开学保驾护航。与此同
时，中心实验人员加班加点，检测
及反馈工作均第一时间陆续完成。

高校开学采样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市疾控中心党员带头报
名放弃休假，全体人员一呼百应，
并第一时间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前
往学校，提前做好采样环境核查、
场地终末消毒等督导工作。茅丽
婷告诉记者，接下来，中心将持续
做好重大会议及高校开学的保障
工作，对于未及时返校的师生进
行查漏补缺。与此同时，市疾控
中心将顺应疫情常态化防控特
点，对机场、引航站、监管支队等
应检尽检中高风险岗位人群开展
定期检测。

119人次疾控卫士
高效护航高校开学季

本报讯（记者李彤）5日，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沈雷率队
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门区、通州区、崇川区，现场督查文明城
市长效管理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以“绣花”功夫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质效，让老百姓生活更安心、更舒心。

位于南通开发区的星湖101街区，餐饮场所集聚，“停车难”问
题比较突出。沈雷说，要发挥智慧停车系统的调节作用，引导机动
车辆更好利用地下停车空间，缓解路面停车位紧张问题。针对非
机动车辆停放，要强化责任、分段考核、齐抓共管，营造畅通规范、
整齐有序的停车环境。

居民小区是此行督查的重点。沈雷一行先后走访了开发区富
民新村、海门区复兴新村、通州区八角亭新村、崇川区龙湖佳苑小
区等地。每到一处，沈雷都走进居民楼道、楼前屋后，详细了解居
民停车、绿化养护、垃圾分类、卫生保洁等情况。针对“飞线”充电、
杂物乱堆放等问题，沈雷要求各点位仔细梳理问题，加快整改到
位，强化日常管理，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下转A2版）

尤炼 胡一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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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现场督查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时强调

练好“绣花功夫”提升管理质效

北方降雨降温，南方酷热难耐——

国庆假期为何
南北天气差这么多

■A8观天下

节日坚守
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