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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晴 最低温
度3℃左右 最高温度15℃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2022年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3月1日上午在中央党
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念
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
和斗争精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锤炼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
的家国情怀，追求高尚纯粹的思想境
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

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
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
本。年轻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
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而奋斗的班。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
下、志存高远，不忘初心使命，把人生
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
民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才能拥有高尚的、充实的人生。

（下转A4版）

本报综合消息 3月1日，省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省委书记、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
导小组第一组长吴政隆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持之以恒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推动长江
经济带江苏段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
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省长、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
组组长许昆林主持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书记
王晖在南通分会场参加会议并作发
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明在南通
分会场参加会议。

吴政隆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抓好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国之大者”，
铁腕治理污染，系统修复生态，全力推

进长江江苏段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清
醒认识到成效仍是阶段性的，长江生
态环境尚未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历史耐心
和战略定力，加强长江生态环境系统
保护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努力让母亲河真正恢复健康。

吴政隆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是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行之有效的办法。
要紧盯问题、统筹施策，推进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取得更大成效。要扎实
推进突出问题整改，围绕国家和省级警
示片曝光问题，对症下药、系统治理、完
善机制，确保整改彻底、不留死角、经得
起检验。要强化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
复，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抓好长江
江苏段生态环境大普查、严控重点领域
污染物排放、长江十年禁渔、太湖治理、
筑好长江生态岸线屏障等工作。要加
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绿水
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吴政隆强调，要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按
照“五新”“三主”目标要求，突出重点、

加快转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要持续推进化
工行业整治提升，加快构建绿色低碳
产业体系，更大力度推动沿江产业转
型升级。要以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助推
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在网络
化上下更大功夫，在加密过江通道上
进一步提速，在发展多式联运上有更
大突破。要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更
好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自
贸区建设，把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
交汇点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要以推动城乡区域协调联动发展
加速新型城镇化区域一体化进程，以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促进沿江文旅
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地各
部门要进一步凝聚共抓大保护的强大
合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抓
落实、见成效，实施好《长江保护法》，
让长江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确保一
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许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国之大

者”、抓好“千秋大计”，坚持问题导向、综
合施策，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加快
健全“发现问题、压实责任、合力推进、
举一反三”工作机制，扎实抓好污染治
理工程、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岸
线治理和造林绿化、长江禁渔等工作，
持续推进沿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着力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江苏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王晖在发言时说，南通将突出问题
导向，强化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长江大
保护攻坚战、持久战，全力打造长江口
绿色生态门户。坚持动真碰硬，聚焦国家
和省反馈的生态环境问题，确保整改见
行见效；坚持举一反三，做好“清岸”“清
废”“清水”文章，确保整改走深走实；坚
持系统提升，高标准建设江海生态景观
带、沿江科创带、沿海产业带，确保整改
长效长治，守护好出江入海生态屏障，
奋力跑好长江大保护“最后一棒”。

会议播放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国家和省级警示片。省发改委（省长
江办）汇报了2021年工作情况和2022
年工作打算。

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同志在分
会场参加会议。

目标：2022年底前，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全覆
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建成，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2025年底前，
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免证办”全面推行，集约化办事、智慧化服务实现新的突破，
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任务：一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二要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三要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四要全面提升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

元宵节后，通州区川姜镇的家
纺企业陆续复工复产。镇党委、政
府相关负责人分头前往家纺企业，
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家共商
数字赋能、调优产业结构、构建产业
布局等发展大计。通州区区委常
委、川姜镇党委书记王瑜彬表示：

“我们和企业家们的目标一致，就是
要推动家纺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进区，充分放大

‘南通家纺’品牌全球影响力。”

加快数字赋能
释放产业发展潜力

川姜镇作为南通家纺“最靓板
块”，是全国最大的家纺产业集聚
区，也是全球最大的家纺生产基
地，市场年交易额超 1000 亿元。
一年之计在于春。针对自身发展，
不少企业已经有了新打算。

谜尚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已
经逐步开启智能数据生产模式，比
如利用开发的平台软件系统跟进
生产环节；2021下半年开始涉及开
发家纺产品的智能技术，比如荧光
印花面料和感应LED靠垫等。“后

续我们将部署纺织产品上的单一
产品全自动化生产线，同时改革创
新生产模式。”

在蓝丝羽的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传输系统上的吊挂上上下下，
各种花色布料被传送到缝纫机前，
工人根据显示屏上的参数标准进
行操作，完成后，轻拍手边的按钮，
这些布料便被吊起并传送到下一
道工序。车间负责人介绍，公司
于前几年分别对缝制车间和被子
车间进行智能化改造，引进瑞典
智能化全套生产设备，覆盖了从
订单开始到生产过程再到检验包
装全过程。 （下转A3版）

国务院印发意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企业群众常办事项
年底前实现“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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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政隆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持之以恒共抓长江大保护
坚定不移推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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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
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勤
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
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
保证外无妄动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
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
作善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
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
动。年轻干部一定要挺起脊
梁、冲锋在前，在斗争中经风
雨、见世面

习近平指出——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1日下午，市人社局携手市北高新
区，举办了“才聚江海”青年人才集聚行动之园区行系列直播
首场活动。本场活动通过音视频直播招聘的形式，帮助辖区
通富微电、京芯光电、越亚半导体等7家企业广纳贤才，也充
分展示了园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当
天，市人才服务中心向全国150所高校实时推送了直播，据统
计有12.7万人在线收看，近30万听众在线收听。

去年，我市深入实施“人才新政”，聚才引才效应加速释
放，全市共吸纳高校毕业生45690人，新增首次来通就业9.6
万人。今年，以加快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集聚为目标，人社部
门积极开展“就在南通”就业促进行动、“才聚江海”青年人才
集聚行动和“职引未来”职业技能人才引育行动，实施“百校千
企万岗”青年人才招引计划，办好线上线下各类招才引智活
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和人才团队来通创新创业。

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引进科负责人表示，7日上午将把
直播专列开到南通创新区，今后，直播专列将带着大家走进更
多县（市、区）和园区，让大家对南通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推
送更多优质岗位。

“才聚江海”园区行启动
直播向150所高校推送，近30万人在线收听

通州川姜镇加快数字赋能、调优产业结构、构建产业布局——

抢先机开新局
打造世界级纺织产业先进区

南通市各国、省、市控站点空气质量公开排名
（2022年1月1日—2月20日）

站点
类型

国控
国控
国控
国控
国控
国控
国控

省控
省控
市控
市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省控

注：1. 同比年份为2021年。2.国控点PM2.5浓度扣除沙尘统计，省、市控点PM2.5浓度以及优良天数比率未扣除沙尘统计。3. 1、2
月数据未经审核，与最终结果可能会有出入。4.PM2.5浓度改善率“-”表示同比变差。

站点名称

狼山镇街道
星湖花园

城中
虹桥

环境教育馆
紫琅学院

通州监测站

如东职校
启东南苑中学
苏通园区站
三余中学
育才中学

启东监测站
如东监测站
海门会展中心

海门社会福利院
海安三角洲
如皋监测站
海安监测站
如皋人社中心

PM2.5浓度
2022年数值
（μg/m3）

32.9
36.9
39.5
41.2
41.242.5
43.7
36.436.837.638.839.439.940.041.844.448.350.151.655.2

排名

1
2
3
4
46
7
12345678910111213

改善率
（%）
32.2
22.6
6.8
12.7
-1.24.1
2.5
1.9-4.012.40.52.2-7.3-0.5-7.5-6.2-0.66.5-2.03.3

排名

1
2
4
3
75
6
51016412713118293

优良天数比率

2022年（%）
96.1
88.2
86.3
89.8
90.284.0
86.3
90.288.292.288.286.385.788.284.384.382.484.380.480.4

增加比率
（百分点）

8.1
-2.0
-7.8
6.1
-5.5-9.9
-3.9
-7.8-9.80.7-6.8-7.7-12.3-5.9-5.9-7.9-1.6-3.9-1.68.7

排名

1
3
6
2
5
7
4
10122891366113531

点位长

杨万平
保德林
杨万平
胡拥军
丁 锋
胡拥军
王少勇

陈 雷
杨中坚
黄晓峰
施宏杰
陈永红
李 玲
陈慧宇
郭晓敏
沈旭东
谭 真
何益军
于立忠
王鸣昊

昨天，护江志愿者在长江如皋段
放流鱼苗。

当日，如皋市在长江镇长江水上
绿色服务区附近水域举行“生态修复
增殖放流”长江大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向长江放流鲢鱼、长吻鲍等鱼苗3万
尾。活动旨在补充天然渔业资源，倡
导全社会同心协力维护生态平衡、增
强保护长江水生物多样性意识。

吴树建 薛冯摄

生态修复
增殖放流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市民政局日
前出台《2022年全市养老服务工作要
点》(以下简称《要点》)，今年我市将持续
紧盯养老服务发展“痛点”“难点”问题，
从9大方面34项任务着手，进一步加强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深化“链式养
老”服务模式，协调居家社区机构发展、
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强化养老服务要素
保障，努力构建更加优质更加充分更加
均衡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

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具体任务提出，今年我市养老服

务工作将围绕强化养老服务规划引
领、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办好养老
服务民生实事、优化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供给、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深
化养老服务改革创新、加强养老服务
队伍建设、牢守养老服务安全底线、
提高养老服务监管能力等九个方面全
面展开。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发展，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

（下转A2版）

我市公布2022年养老服务工作要点

九方面着手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