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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就应对气候变化提三点建议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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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 最低温度
12℃左右 最高温度 1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 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 日电 11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
加强合作，确保格拉斯哥大会取得成功。第二，聚焦
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
务实行动。行动，愿景才能变为现实。各方应该重信
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守诺，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和愿景，并根据国情尽己
习近平指出，当前，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所能，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举措落地实施。发达国家不
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仅自己要做得更多，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
世界经济复苏，
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支持。第三，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
第一，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济社会绿色发展，
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
战，多边主义是良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世界领导人峰会于 11 月 1 日至 2 日在格拉斯哥
其《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
法律遵循。各方应该在已有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 期间举行。

面对重大发展机遇 聚焦重大改革任务

通州在破题攻坚实践中锤炼干部
本报讯 （记者任溢斌 通讯员严
昕）设置 1 个主会场和 16 个分会场，
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全区 1000
多名干部参加培训。这是刚刚结束
的通州区集中示范培训班的阵容。
此次培训聚焦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
两大主题，围绕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帮助干部找方向、找思路、
找办法，把培训成果转化为发展思
路、实干举措。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交
汇叠加，南通新机场、北沿江高铁、通
州湾新出海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人申报、单位核准、组织复审，每人量
身定制一项“承压式”锻炼任务，
组成 7 个破题攻坚小组，涉及生态文
明建设、文明城市长效管理、项目建
设等。
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
规划实施，通州区面临重大发展机 “推动南通高新区加速积聚创新动
遇，也面临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考验， 能”的要求，南通高新区建设集成
对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许多新挑
电路零部件产业园，提出“做大做
战。为此，通州实施“精准赋能、破题
强集成电路产业”的破题项目。作
攻坚”行动，聚焦重大改革、重要平
为承担该破题项目的“主力部队”
台、重点任务，针对热点、难点、堵点
之一，南通高新区招商局 5 个分局各
问题，由部门单位提出重点破题项
自组成招商小分队，通过举办集成
目，主要交给中青年干部承担，通过
电路产业发展专题大讲坛、组织半
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压担培养，最终
导体产业链专题辅导、加大招商引
在实训、实践、实干中锤炼本领、建功
资力度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集
立业。
成电路产业链研究，明晰了产业发
目前，通州区级机关部门已确
展路径。南通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立 10 个难点项目，部门与镇街联动
陈东兵说：“一批小分队紧扣课题开
全力破题，106 名中青班学员，经个
展攻坚，引进了中科九微集成电路

低温泵、圆周率半导体集成电路基
板等一批优质项目。
”
通 州 区 农 业 农 村 局（乡 村 振 兴
局）提出“对标学习先进经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促进实现共同致富”
的破题项目，由 12 名年轻干部组成
破题攻坚组。这帮年轻人，通过全面
总结和转化专题研讨成果，采取菜单
选学、在线课程、研学活动等方式，向
镇村干部、种养大户传授经验，提供
技术。通州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
坚说：
“破题还得从政策层面开始，我
们有关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制度性文
件和落实举措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
”
通过“精准赋能、破题攻坚”行
动，通州两个区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在疫情影响下依然缩短近三分之一
的工期，多项工作得到省、市级条线
主管部门肯定。

中办、国办印发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
引导、公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刚性制度约
束，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取得实效，为加快构建
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到 2025 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举措更加硬化
实化细化，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效，节粮减损制度体
系、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基本建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
全，
“光盘行动”深入开展，食品浪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节约
粮食、
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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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四史”宣传教育现场推进会暨理论宣
讲交流会召开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丁威程）昨天，我市“四史”宣传教育现场推
进会暨理论宣讲交流会在海安市召开。会议要求，持续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加强理论宣讲高地建设，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图片展览、革命诗词书法展、红色歌曲点唱……与会人员
认真学习、观摩。海安市曲塘镇曲园村，
应用理论集市、
“四史”
长廊和宣讲超市，将“理论宣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特色
做法得到中央第五巡回指导组充分肯定。同镇农家院子的
“老
兄弟围聊会”
人头攒动，
荀农、陈桂尧、郑元柏三位老兄弟以
“聊
新闻”的形式，面向农民进行宣讲，把休闲广场变成理论广场、
农家院子变成学习园地、田间地头变成宣讲课堂。位于海安市
委党校内
“四史”
教育馆，
利用实物、景观、雕塑、影片、微视频等
现代多元展示方式，多维度、多角度呈现“四史”的发展历程和
内在逻辑，
开馆以来接待党员群众 3000 余人。 （下转 A2 版）

第五批国家集采药品落地
涉及 61 个品种，最高降幅 98.57%

第 31 届菊花展在唐闸公园开幕
本报讯 （记者蒋娇娇 实习生张
周楠） 昨天，由市市政和园林局主
办，市园林绿化管理处承办的第 31
届南通菊花展开幕 （上图 尤炼摄）。
今年的菊展以弘扬建党精神为主题，
以菊造景，以花为媒，讴歌百年伟

业，颂扬美好生活。
菊展由室外景点展、菊花精品展、
插花艺术展、市民斗菊展组成。共布
置菊花等各类花卉 11.6 万盆，各类艺
菊 410 盆。精品菊花除展示传统名品
200 余种以及近十个新引进品种外，由

我市自培自育的江海红荷、江海粉莲
两个新品种首次亮相。
考虑疫情防控因素，
开幕式采用线
上直播方式。
2 号正式向市民开放后，
菊
展采用
“线上预约，
控制总数”
的原则，
上
午、
下午参展人数各不超过2000人次。

菊展期间，崇川区将同步在唐闸
古镇举办菊花文创展，集中展示菊花
酒、菊花皂、菊花茶、菊花糖等特色文
创产品。为方便市民游客，崇川区还
开辟了展会与古镇公交专线，有兴趣
的市民可以前往参观体验。

启东紫薇二村社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好百姓身边事的生动实践——

面对面心连心 服务群众零距离
在启东市紫薇二村社区，一处精
心打造的党史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
不时吸引居民驻足品读。
“ 文化墙突
出精神引领作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分别展示了‘红船精神’
‘ 延安精神’
等八个红色故事及党的光辉历程，引
导党员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社区党总支书记
陆红梅介绍。

主管、主办：中共南通市委

共驻共建，
探索融合党建工作模式
如何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实
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中？紫
薇二村社区以共驻共建共享资源为
基础，探索融合党建工作模式，创
新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充分
发挥党员作用，着力解决群众“急

出版：南通日报社

难愁盼”问题，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
紫薇二村社区地处启东老城
区，驻区共建单位有启东市农业农
村局、启东市邮政分公司、启东市
中医院，另有驻区单位紫薇小学、
消防中队等，资源相对丰富。社区
党总支积极主动与 3 家结对单位签订
党建共建协议，形成“有事共商，
难题共解，党建共建”的区域党建
融合模式。
10 月 30 日下午，在紫薇二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在职党员、
启东市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彭磊
正 在坐诊。针对居民咨询的健康
问 题，他一一耐心解答。每周一

次，一次一小时，社区在职党员中
的医务人员组建了“杏林天使”志
愿者工作室，结合各自的专业特
长，轮流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健康
咨询服务。
“杏林天使”志愿者工作室，是紫
薇二村社区开展的在职党员进社区
系列活动之一。社区共有居民 3002
户 ，总 人 口 8535 人 ，其 中 在 职 党 员
119 人。今年 5 月初，紫薇二村组建
在职党员进社区微信群，短短几天，
100 多名党员加入活动群。蔡德胜是
启东市交警城区二中队队长，虽然平
时工作繁忙，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加入
活动群，负责楼栋的卫生巡查和环境
整治。
（下转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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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家玉）1 日零时，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结果正式在南通落地。全市共有 213 家医疗机构参与
本轮集采，采购金额约 6988.5 万元，预计年节约医疗费用
8895 万元。
“共有 30 个药品在我院全面使用，平均降幅 62.84%，其
中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利伐沙班片降幅最大，达 98.57%，大幅
减轻患者用药负担，预计年减轻患者药费 2000 多万元。”市肿
瘤医院采购中心主任杨军炎说，医院一方面提前备足中选药
品，在凌晨将系统内价格调整到位，做好新老药品的有效衔
接，同时也做好价格和目录的公示，向患者及家属做好解释工
作，
引导优先选择中选药品。
据介绍，第五批国家集采涉及 61 个品种，平均降幅 56%，
涉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也有肺
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是品种数量最多的一
次。其中，抗感染、消化道（糖尿病适应证居多）、抗肿瘤、造影
剂四个领域的产品相关市场规模占到了总药品规模的一半及
以上，
多品种降幅超 90%，切实解决群众日常用药负担。
据统计，自 2019 年 12 月国家集采第一批药品在南通落
地以来，
全市已节约医疗费用 12 亿元以上。

南通 1 镇 5 村入选
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本报讯 （记者龚秋瑾）近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
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 6 部委共同认定
100 个乡镇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994 个村为第二
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南通 1 镇 5 村入选。
据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的认定标准包括乡村治理工
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
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等 4 个方面，示范村的认定标准包
括村党组织领导有力、村民自治依法规范、法治理念深入人
心、文化道德形成新风、乡村发展充满活力、农村社会安定有
序等 6 个方面。
南通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的是海门区常乐
镇，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是：海门区余东镇富民
村、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如东县掘港街道虹桥村、启东市东
海镇兴旺村和如皋市白蒲镇朱家桥村。

我国实现
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
已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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