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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文君）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龙头工程，整市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被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第
一批市级重点项目。昨日上午，市委书
记王晖率队调研督查高标准农田建设推
进情况，强调要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的“试金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关心
关注的实际问题，真正把实事办出实效，
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据了解，我市在全省率先研究出台
高水平打造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化
整体推进示范区实施方案，“十四五”期
间，将新建和改造提升200万亩高标准
农田。今年我市将建成40万亩高标准
农田，截至目前，已建成34.5万亩。

位于通州区十总镇的育民村，已建
成高标准农田5900亩，占耕地面积的
95%；土地流转面积4755亩，流转率达
81%。土地平整溢出的耕地，成为村集
体经济组织新的“造血细胞”。王晖详细
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型合作农场培
育、稻麦种植、村营收入等情况。他希望
育民村进一步加强长效管理，创新工作
方法，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产出水平，促
进农业增效；新型合作农场作为市场主
体，要不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提高农业
整体效益，助力农民增收。

调研中，王晖指出，加强高标准农田
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富民增收、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要按照“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相关要求，围
绕“建好省级示范区、争创全国示范区、
全面当示范”的总目标，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打造一批规模大、生态
优、效益高的高标准农田样板区。要结
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特别是危旧、破旧房屋及辅房
整治，周密做好摸底调查、政策制定、宣
传动员、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持续改善
农村整体面貌，为农民群众提供更高品
质的生活环境。

市领导王洪涛参加调研督查。

“鱼虾自舞，但一舸芦花，数声霜
笛，鸥鹭自来去”，时近11月12日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南通长江生态一周年，
古诗词中人水和谐的生态美景，正在
深秋长江南通段逐步重现。

面对长江生态完整性指数已到最
差“无鱼”等级的历史大考，南通农业
农村等各部门以及沿江各地，以平复

“母亲河”创伤为己任，从今年1月1日
禁捕令实施起，密织长江口600多平
方公里技防、人防“天罗地网”，共赴十
年之约。

“智慧苍穹”利剑出鞘

“长江呼叫刀鱼，请报告所在位
置。”“报告长江，我们正在招商重工码
头巡查。”“附近发现可疑船只，请核
查。”仅约5分钟，“海鹰”无人机已经盘
旋货船上空，渔政执法艇接令，箭发嫌
疑货轮，偷捕船员高某人赃俱获。

这不是演习，而是5月22日海门
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实战。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春英等人，运
用“智慧苍穹—长江大保护平台”，快

速处置南通首起货船船员长江干流非
法捕捞案。船员高某撒网偷捕4条翘
嘴红鲌、1条鲫鱼，合计重量0.615千
克，执法人员当场放生。10月19日，
执法大队长张海峰介绍：“目前案件仍
在审理中。经鉴定高某使用非禁用渔
具，初定罚款2000元。”

设立智能应用平台，研判江面船
型姿态、航行速度、滞留时间，自动与
数据库中渔船、捕捞作业类型等相关
数据对比，不符者发出监测预警、报警
信息，情节严重者，平台自动抓拍推
送图片。随着“雪亮工程”“智慧苍
穹”利剑出鞘，以身试法者无处遁形，
纷纷落网。

2020年8月12日，长江海门段日
新河闸边，王某与张某垂钓杆子刚刚
抛入长江，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就

“神奇”出现，两人分别被处罚款。该
案成为《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修改
后，禁渔期垂钓行政处罚江苏第一案。

“智慧苍穹，让2020年8月10日
实施新版《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铁令
生威。”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殷淑芳介
绍：“尽管新条例新增行政处罚权力事
项，明确长江禁渔期垂钓处罚标准，改
变了以前只能劝离的尴尬，但216千
米长江岸线，执法力量不足，有效监管
谈何容易？智慧苍穹，让条例落地，形
成了强大的执法震慑。”

监管困境 技防破局

长江苦无鱼久矣！群众望江兴叹
的同时，南通农业综合执法部门以及
沿江各县（市、区），也苦“无技防”
久矣！ （下转A2版）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0日电 20日，记者从江
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引导金融资源强化
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重点支持，加大对
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江苏省财政厅会同省有关
部门设立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引导
金融机构设立助企贷款专项产品。

该基金搭建了“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平台，发

挥科技、工信、农业农村等产业行业发展政策“几家
抬”合力，汇聚和推动政策资源、金融资源、产品资
源、机构资源和监管资源持续投向中小微企业，将
原本分散在各政银合作产品之间的贷款风险补偿
资金池整合为一个资金池，统一为基金支持的各类
政银合作产品提供不超过贷款本金损失80%的风
险补偿，最大程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本报讯（记者朱文君）昨日，市委
书记王晖赴通州区，围绕全面贯彻落
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及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粮食安全、冲刺全年
目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晖强调，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
关部署，狠抓当前各项工作，奋力冲刺
四季度，加快推动市党代会各项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志存高远谋发展，争先
创优谱新篇，奋力走在全市现代化建
设最前列。

通州区骑岸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区级储备为主的国有粮食收
储企业，主库区总仓容2.5万吨。王晖

走进库区，仔细询问粮食收购、储存、
出库销售轮换等情况，希望企业按照
上级部署，科学实施储备粮体制机制
改革，确保储备粮安全稳定。他强调，
要全面抓好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等
环节，着力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确
保粮食从种到收颗粒归仓、从储到销
毫厘不差，为全市粮食安全作出更大
贡献。在南通高新区，王晖实地调研
了光电新材料及器件项目、威斯派尔
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
术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他希望企
业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力争早竣工、早
达产、早见效；属地政府要围绕产业链
上下游，加大项目招引力度，优化供应

链体系，提升本地配套率，全力营造最
优营商环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晖听
取了通州区工作汇报。王晖指出，近
年来，通州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践
行新发展理念，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战略机遇，聚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面貌持
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王晖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市党
代会精神落地落实，围绕报告提出的

“通州建设产业创新高地”目标，抓好
培育产业集群、集聚创新资源等重点
工作，加快打造具有通州鲜明标识的
地标产业集群。要坚定不移培育创新
型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型
研发机构，切实提升南通高新区发展
能级。要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对
照指标补短板、强弱项，做到决战决
胜、目标必成。要认真配合做好省委

涉粮问题专项巡视，高度重视粮食安
全工作，严整严治涉粮问题，压紧压实
粮食安全责任，高质高效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全面提升粮食安全发展水
平。要更高标准抓好党的建设，坚决
扛好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加强干部能力建设，抓好基层
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王晖说，市委对通州的发展高度
重视、寄予厚望。通州区各级党员干
部要保持“争第一、创唯一”的拼劲闯
劲，以勇当南通发展硬核区、强支撑的
担当，推动各项事业走在前列。要增
强大局意识，坚持高站位、宽视野谋划
推进工作，坚定不移推动市党代会精
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为全市发
展多挑担子、多作贡献。要凝心聚力抓
工作，持续提振精气神，保持干事创业
激情，努力以奋斗姿态答好时代考卷。

市领导王洪涛参加调研。

江苏设立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
加大对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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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晖赴通州区调研时强调

志存高远谋发展 争先创优谱新篇
奋力走在全市现代化建设最前列

本报讯（记者张烨）19日至20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
科文卫委主任周琪率调研组来通，就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
法》实施情况进行座谈，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常
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参加相关活动。

我市是省政府确定的首批教育现代化市级示范区建设单
位。近年来，我市全面实施《教师法》，始终将教师摆在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的突出位置，全市教育现代化监测综合得分
92.12分，位居全省第二。全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158所，在
校生105.17万，教职工8.77万，涌现出以“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李吉林、李庾南等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

调研组对南通相关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南通教育起步
早、基础好、经验多，贯彻落实《教师法》扎实到位，教师队伍建
设在全省走在前列，相关做法、经验值得向全省推广。调研组要
求，南通要立足于答好时代答卷，瞄准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发力，积极寻求破解之道，探索南通之路，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培养出更多“大先生”，为全省相关工作探路。（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丁威程）昨日，南通凤凰书城“学习强国”线下
体验馆启用仪式举行，市级机关各直属党组织书记参加活动。

南通凤凰书城“学习强国”线下体验馆开设了读物展示、视
听学习、互动交流等专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形式，
实现线上学习和线下阅读交流无缝对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可
以更加快捷便利地尽享海量学习资源，在家门口“充电”和“补
钙”，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线下体验馆“飞入寻常百姓家”。

南通凤凰书城“学习强国”线下体验馆的落成，为学员提
供了线下学习交流的平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充分依托
体验馆，利用“学习强国”优质资源，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体验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学习的优质服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展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南通的学习宣传成果，提升

“学习强国”普及率和活跃度，持续彰显阅读推广成效，推动形
成全民学习氛围。

在216千米长江岸线、600多平方公里的禁捕区，南通实施技防人防“雪亮工
程”夯实十年禁渔——

“智慧苍穹”让长江禁捕铁令生威

省人大调研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

总结南通经验 答好时代答卷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南通凤凰书城“学习强国”
线下体验馆启用

日前，中兴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车
间内，工人正忙碌
生产。位于海门区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兴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能源
工程特种管件的开
发、生产、销售。

目前，国内已
建和在建核电站及
大型石油炼油、煤
化工等工程项目所
用耐高温、耐高压
高端大口径不锈钢
无缝管，其中70%
由中兴生产提供，
核电驱动机构特殊
用管（棒）供应率达
到100%。

记者 许丛军摄

2022年度居民医保开始参保缴费
长期照护保险费同时缴纳，12月20日截止 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