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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晴到多云 最低温
度9℃左右 最高温度19℃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11月16日出版的
第2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文章强调，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
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
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文章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
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
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
圣职责。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
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辆辆货车满载绿色蔬菜、富硒玉
米、生态对虾、优质大米，直奔上海、北京
等地，把如东农产品端上市民餐桌。稻
浪翻滚，瓜果飘香，鱼虾肥壮，一幅生态
富民、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跨越的壮美
画卷正在如东大地铺开。

“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乡村振兴当先行。以产业兴旺为重
点，以生态宜居为关键，以乡风文明为保
障，以治理有效为基础，以生活富裕为根
本，全力推进产业富农、生态惠农、人才
助农、文化兴农、组织强农，打造全省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县域特色如东样
本。”如东县委书记陈慧宇说。

产业富民鼓起钱袋子

如东北部王家潭垦区一片银色，昨
天，27℃的大棚内，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
开发区何丫村村民黄晓华正在检查今年
第二批南美白对虾的生长情况。“第一批虾
儿出售后，亩净收入2万多元，这批虾儿等
到春节前投放市场，亩收入将突破3万元。”

全村4200亩养殖面积，今年亩均产
出突破6万元。9组村民黄海兵养了40
亩虾儿，今年首批就将80多万元装进腰
包。投喂虾料的农民工，月工资涨到
5000元，外加奖金上万元。最近，何丫
村跨进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行列。

走进大豫镇棉场社区，田野上铺满绿
油油的西蓝花。陈松林家庭农场正在采
收，邻居顾永如的两座冷库前，20多名农
民工在快速分拣、去杂、装箱。“我不仅自己
种，还向散户集中收购，这几天外发8000
公斤。”顾永如说：“前几天每公斤批发价
卖到10块，每天赚10来万，真开心啊。”

大豫镇是久负盛名的西蓝花小镇，
已经形成育苗、种植、收购、冷藏、销售一
条龙产业链，年助农增收2亿多元。

真空包装的喜丰一号精品米每公斤
卖到40元，马塘镇马西村如东喜丰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万多亩有机大米种
植基地，生产的“老愚家”牌大米蝉联江
苏好大米特等奖，被省政府评为强村富
民典型。 （下转A3版）

本报讯（记者张烨）1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
会议暨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审议重要事项，听取市政府关于
区域治水工程推进情况的报告等。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庄中秋主持会议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系统治
水、协同治水、长效治水，为加快构建现代水网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研究了市政府关于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讨
论满意度测评有关事项，研究《关于2022年度推行民生实事项
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建议方案》；听取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研究市政府关于
《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 打造国内一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的议案》和决议办理情况的报告；研究市政府关于多渠道拓
展就业岗位、强化就业服务供给有关情况的报告；（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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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会议暨第74次主任会议

听取区域治水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本报讯（记者张烨）15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理论
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领学并强调，
市人大机关全体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坚持系统学习，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创新履职，全面抓好贯彻。

庄中秋在领学时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关
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指出了党在各个历史
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重点强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指出了党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总结了党百年奋斗
的宝贵历史经验，强调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
根本问题，始终做到“四个必须”。 （下转A2版）

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创新履职 全面抓好贯彻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记者袁晓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花落
崇川；融创长江未来城、星河科创
CBD两大百亿级项目签约；沿江生
态景观带滨江项目开工；今年前三季
度，崇川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29
亿元，社消零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
主要经济指标稳居全市第一……今
年以来，主城区好消息不断。

今年9月，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
告中明确“支持崇川区走在全省市辖
区前列”。“要走在全省市辖区前列，
最重要的是强化经济支撑，最关键的
是提升城市能级，最根本的是增进民

生福祉。”崇川区委书记胡拥军表示，
崇川将“提升首位度、全省争进位”作
为奋斗目标，努力奔跑在高水平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崇川的征途。

“提升首位度”，就是按照中心城
区发展要求，着力提升“创新浓度、经
济密度、绿色程度、文明高度、民生温
度”。“全省争进位”，意味着不仅要在
市域板块中当龙头，还要在全省市辖
区中争进位。

崇川始终将创新发展作为核心
战略。今年年初，崇川区在全市率先
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并出台多重优
惠政策持续壮大创新主体、建优建强
创新载体、大力引培创新人才、精心

构建创新生态，全面融入南通沿江科
创带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全
市第一。

与此同时，该区不断强化产业支
撑，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双轮驱动”战略，今年以来共签约重
大项目41个、总投资190亿元，新批
外资项目37个，实际利用外资2.48
亿元。一批批优质项目的签约落户、
全面开工、竣工投产,有效夯实了主
城区的经济根基。围绕两大基础性
产业、三大先导性产业、四大支撑性
产业、五大功能性产业的“2345”产
业体系，细化“产业图谱”和“招商地
图”，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爆发点。

运河南北协调并进的大城格局
初步构建，“一环一轴八射”交通体系
全域贯通，“五山两湾三河”扮靓城市
颜值。迈入大城时代的崇川，城市建
管各项工作捷报频传：片区开发加快
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正式启

动、50个老旧小区重获新生、“全国
基层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完成评
估。以绣花之功建设高品质城市，崇
川区坚持形象提升与功能完善并举、
新区建设与老城更新并进、现代气息
与历史底蕴并重，为提升首位度激发
现代都市新活力。

优质的民生资源，既是主城居
民小康生活的“幸福基石”，也是集
聚高质量发展要素的“最强磁场”。
今年，崇川区在民生领域财政支出
37.7亿元，安居工程建设、健康管
理服务等十大类45项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扎实推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7490.5元，增速跑赢GDP增
速0.8%。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崇
川区正聚焦全年“经济总量保第一、
综合考核争进位、科创考核争第一”
目标任务不放松，确保全年各项任务
圆满收官。

今年以来签约重大项目41个，前三季度8项主要经济指标全市第一

崇川奋力“走在全省市辖区前列”

我市各地掀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热潮——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A2看南通·要闻

14日，如皋如城街道钱长村村民在草坪上忙碌，铲草、捆扎、装车。钱长村年种植草坪3000多亩，有着“江苏草坪第一村”的美誉，草坪通过经纪人销往全国各
地，供应城市绿化、美化，该村每年种草总收入3000多万元。 记者 许丛军摄

前10月我市外贸进出口逾2727亿元
同比增长28.8% A3

本报讯 （记者张水兰 通讯员陶
琦）11月15日，万众瞩目的北京证
券交易所鸣钟开市。南通大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成为在北交所
首批直接上市的公司之一。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代市长吴新明出席活动并
致辞。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
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有力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继续支持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今年9月，北交
所正式“官宣”设立，打造服务创新
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更多优质中小
企业开辟了新的上市通道。当天，大
地电气在北交所成功发行上市，鹿
得医疗、通易航天也顺利从新三板

“精选层”平移至北交所。至此，南
通拥有北交所上市公司3家，位列全
省第二。目前，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
公司达51家，其中今年新增上市公

司7家。
吴新明在致辞中表示，近年

来，南通坚持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强化
政策引导、要素支撑和梯队建设，
积极打造资本市场“南通板块”。为
进一步加大企业上市工作力度，加
快企业上市步伐，完善上市工作协
调推进机制，我市建立了企业上市
月度联席会议制度以及拟上市企业

“白名单”制度，加快推动更多企业
上市，为全市工业经济做大做强提
供坚强支撑。

吴新明说，大地电气在北交所正
式挂牌上市，为资本市场“南通板
块”增添了新成员。希望大地电气以
挂牌上市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做精技
术、做优产品、做强管理、做响品
牌、做大份额，以更加优异的经营业
绩回馈股东、回报社会，努力为全市

做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期盼金融界继续关注
南通、支持南通，进一步深化务实
合作，携手共谋发展，助力更多南通
企业上市。同时，希望全市广大企业
抢抓当前北交所开市机遇，加快登
陆资本市场，借力资本市场做强做优
做大。

吴新明表示，南通将一如既往当
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一着不让
强化政策供给、畅通金融活水、营造
一流生态，激励和支持更多优秀企业

上市，为发展实体经济、打造制造业
强市提供坚强支撑。

据了解，南通大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始创于2002年，是国内商用车
电线束行业的骨干企业，主要从事发
动机低压电线束等汽车零部件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形成了“集团
总部+6个生产基地+1个研究院”发
展布局，2020年被评为江苏省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陆卫东，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活动。

北京证券交易所鸣钟开市

南通“大地电气”首批直接登陆

全市上市公司达到51家

“南通板块”为高质量发展赋能提速
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