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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
党旗交接仪式11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红色大
厅举行。中央宣传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
行任务总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负责同志，工程
参研参试单位人员代表、航天员代表参加。

此次交接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进入中国空间站内。“七一”前
夕，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祝党“生
日快乐”，航天员身后的这面党旗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
面党旗经历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的全过程，见证了中国航天载人飞行达到新高度，

体现了广大航天工作者对党的忠贞不渝、坚定的理想信
念、高昂的爱国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良好的精神风貌，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

据介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将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第四部分重点展
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参观党史展览，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搭载党旗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展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11
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
式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
世界》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同出席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位嘉宾、
新老朋友“云端”相聚。中国历来言必
信、行必果。我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宣
布的扩大开放举措已经基本落实。中
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对外
贸易创新发展，是去年全球唯一实现
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保
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世界
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我们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
势，支持世界各国扩大开放，反对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推动人类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开放是当代中国的
鲜明标识。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20周年。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
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
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
的一池春水。这20年，是中国深化改
革、全面开放的20年，是中国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的20年，是中国主动担
责、造福世界的20年。这20年来中
国的发展进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埋头苦干、顽强奋斗
取得的，也是中国主动加强国际合作、
践行互利共赢的结果。我愿对所有参
与和见证这一历史进程、支持中国开
放发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

习近平强调，“见出以知入，观
往以知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
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
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
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
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的决心不会变。

（下转A2版）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
■坚定不移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
■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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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文君）昨日上
午，市委书记王晖赴如东县，实地察
看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认
真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量质并举狠抓项目建设，千方百
计提供优质服务，切实解决推进中
的难题，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项目快
建设、快转化、快见效，以重大项目
建设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建设现
场，一座现代化工厂已现雏形，部分
厂房已经封顶。王晖详细询问项目
推进以及码头、仓储、污水处理系统

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希望企业在
推动一期项目早投产的同时，谋划
好二期、三期项目，做大产业集群，
实现更好发展。王晖十分关心企业
能耗问题，他说，要主动适应新形势
下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深度挖掘内
部潜力，科学制定能耗规划，充分用
好节能减排新技术，不断提升资源
节约高效利用水平。王晖要求相关
部门全力支持后续项目建设，积极
帮助解决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推动
项目快投产、快见效，为沿海地区高
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晖

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他指出，重
大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
石”，要坚定不移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要围绕既定目标任务，全面排
查、妥善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
题，确保项目按时保质推进。要强
化产业集群培育，发挥大企业带动
作用，拉长产业链、打通上下游，加
快形成具有强劲聚合力和竞争力的
重点产业集群。要严格落实能耗

“双控”要求，既要进一步加大技改
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单位产出
水平，又要大力发展绿色新能源，拓
宽用能新空间，实现资源紧约束下

的绿色低碳发展。要持续改革优化
服务，以“钉钉子”精神和抽丝剥茧
的韧劲，扎实做好行政审批、要素保
障等工作，不断提高服务的前瞻性、
精准性、高效性，打造更优营商环
境。要依托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
增强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
升城市活力，加快形成“以产业兴
城、以事业聚才、以环境留人”的良
好局面。要严格做好项目推进中的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克服麻
痹思想，强化安全意识，坚决守牢项
目建设的防疫关和安全关。

市领导王洪涛参加调研。

王晖调研桐昆聚酯一体化项目时强调

聚焦服务 聚力克难
推动重大项目快建设快转化快见效

南通交易团七千余人报名参加
➡详见A2

本报讯（记者张亮）新办涉税
市场主体，即办理工商登记后首次
到税务部门办理涉税事项的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是市场主体中的活
跃因子，激发市场经济的重要力
量。昨天，市税务局披露一组税收
大数据，前三季度，我市累计新办
涉税市场主体超 6.09 万户，较
2020 年、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20.43%、30.71%。虽受疫情和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影响，但我市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数量稳定增长，
反映出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头良好。

数量增长的同时，结构持续优
化。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市场主
体有383家，较2020年、2019年同
期分别增加129家、93家。信息技
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等现代服务业占比为 8.75%，较

2020 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 13.9%，仪器仪表制造
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同比分别增长67.06%和47.32%。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更加活跃，
就业容量扩大。领用接受发票、办
理有税申报的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总数共5.46万户，占比89.73%，高
于全国平均8.33个百分点。其中，
新办涉税市场主体中企业的活跃
度为93.4%，较 2020年提高 5.7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新办涉税市
场主体提供就业岗位20.86万个，
较2020年同期增长28.8%，有力支
撑就业市场稳定。其中，新办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18.1万个，同比增长
35.63%；新办个体工商户提供就业
岗位2.76万个，与同期基本持平。

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头良好

前三季度新办涉税
市场主体超6.09万户 本报讯（记者李彤）昨日上午，

市政府召开全市企业上市及新三板
挂牌联席会议月度工作推进会，总
结今年以来企业上市工作情况，研
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吴新明强调，要深刻认识
推动企业上市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凝聚共识、强化举措、营造氛围，切
实把企业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工作抓
紧抓实抓出成效。

吴新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企
业上市和资本市场发展取得了积极
成效，但与周边先进地区相比，与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相比，
我市上市企业总量还偏少、体量还
不大、各地不平衡性较为突出，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吴新明强调，要强化思想认识，
全面增强推动企业上市的自觉性、主
动性和坚定性。要牢固树立“抓企业

上市就是抓招商引资、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充分认识抓企业上市是帮
助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途径，
切实将企业上市工作摆到更加重要
位置，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以
扎实有效的工作实现更多企业上
市，为全市工业经济做大做强提供
坚强支撑。

吴新明要求，要强化工作举措，
加快推动企业上市取得新成效。要

加快培育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全面开
展调研、分类指导推进、注重宣传引
导，进一步夯实企业上市基础。要全
面加快企业挂牌上市进程，紧盯进入
上市轨道、辅导备案和在会企业，强
化跟踪服务，帮助做好对上沟通。要
着力推动上市企业做大做强，引导企
业上市后深耕主业、聚力创新，用好
上市资源，实现规模、效益双提升。

（下转A2版）

感恩时代机遇 奋进步履不止
——通富微电总裁石磊载誉归来话感想

■A2看南通·要闻

本报讯（记者李彤）昨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新明赴江
苏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调研
家纺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苏重要讲话精神和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理顺体
制、系统规划、提升产业、加强治
理，奋力打造世界级家纺产业集

群先行区。
吴新明首先来到家纺商贸核心

区的先行启动区“时尚家纺广场”规
划地块，详细听取《中国南通国际家
纺商贸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介绍，全
面了解家纺园区产业规划、城市设
计、功能定位以及与临空经济区融
合发展等相关情况。他指出，要深
入研究园区产业规划，系统性谋划，

项目化推进，进一步提升南通家纺
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要聚焦新
业态、新模式，引爆消费需求，带动
周边发展。

总投资25亿元的叠石桥三期
市场，目前吸引了3500余家店铺入
驻，仅去年成交额就突破1282.34
亿元。吴新明走进美罗家纺、
Green House、明超家纺等几家实

体店，与店铺负责人亲切交谈，关切
地询问产品销量、研发工艺、营销模
式等情况，勉励家纺企业以纤维新
材料为重点，以开发健康、舒适、生
态型家纺产品为基本方向，开展技
术研发和科技攻关，贴合市场需求，
不断提升南通家纺产业的创新能力
和设计水平。

（下转A2版）

吴新明调研南通国际家纺园区时强调

理顺体制 系统规划 提升产业 加强治理
奋力打造世界级家纺产业集群先行区

本报讯（记者朱文君）昨日下
午，市委书记王晖赴海安市，就贯彻
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全面
冲刺全年目标等工作开展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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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
彻落实市党代会决策部署，保持奋
进姿态，持续争先创优，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大局勇挑重担、多做贡献，为
南通加快建设江苏开放门户扛起海
安担当。

中洋现代渔业养殖基地从事长
江珍稀鱼类繁养保护与开发，河豚
养殖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王
晖走进长江珍稀鱼类开发与保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养殖中心、加工中
心等地，详细了解产品研发、深加工
等情况。王晖说，企业数十年如一
日深耕鱼类养殖行业，值得点赞。
他勉励企业坚持不懈抓好产品质

量，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心无旁骛做
强主业。在了解鱼类繁养保护、综
合开发等情况后，王晖说，要在扎实
抓好长江禁渔工作的同时，大力发
展现代渔业养殖，不断改善养殖方
式，积极采用生态养殖、绿色养殖技
术，保障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常安现代纺织科技园是省产业
园区生态环境政策集成改革试点园
区，重点打造集纺、织、染、后整理、
服装及纺织机械为一体的高端纺织
产业集群。王晖仔细询问了园区在
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要素配置等方
面的情况，对园区在生态环境政策
集成方面的改革予以肯定。王晖指
出，要进一步优化园区资源要素配
置机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降
低生产能耗，更高标准提升环境治
理能力，更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他强调，要围绕排污、耗能、用

地等关键，继续加强政策研究、推进
政策集成，提高要素贡献率，深化开
展生态环境政策集成改革试点，为
全市破解要素资源制约探索新路。

江苏鑫缘集团是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在国内率先推行

“公司+基地+农户+高校院所”的茧
丝绸产业化经营模式，助力20多万
农户增收。王晖认真听取企业党
建、生产经营、助农增收等工作后，
勉励企业大力推进蚕桑科技创新，
充分挖掘桑蚕茧丝资源开发潜力，
瞄准国际国内高端市场进一步做强
品牌，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和行业
影响力。他强调，农业产业化是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在带动
农户共同致富、实现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晖

听取了海安市工作汇报。他指出，
近年来，海安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
聚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综合实力显
著跃升，重大项目加快突破，枢纽地
位日益凸显，民生事业不断进步，为
南通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
献。希望海安按照“长三角重要陆
港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的发展
定位，坚持既定思路不动摇，一任接
着一任干，锚定目标、矢志奋斗，进
一步放大交通优势，做强产业集群，
提升城市能级，为南通加快建设江
苏开放门户扛起海安担当。

王晖强调，作为全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海安要继续保持“扛
红旗、争第一”的志气，在高水平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上体现更大作为。
要强化重点指标支撑，着力补齐短
板弱项，全力冲刺第四季度，确保完
成既定目标任务。（下转A2版）

王晖赴海安调研时强调

保持奋进姿态 持续争先创优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勇挑重担多做贡献

吴新明在全市企业上市及新三板挂牌联席会议上强调

凝聚共识 强化举措 营造氛围
把企业上市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