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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大雨 最低温
度6℃ 最高温度8℃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央视网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
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意见》提出的治理要求是，伦理先行、依法依规、敏
捷治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

《意见》明确科技伦理原则，包括增进人类福祉、
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
开透明。

《意见》要求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包括完善政府
科技伦理管理体制、压实创新主体科技伦理管理主体责
任、发挥科技类社会团体的作用、引导科技人员自觉遵
守科技伦理要求。

《意见》强调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包括制定
完善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
度、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科技伦理理论
研究。

《意见》明确要强化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包括严格
科技伦理审查、加强科技伦理监管、监测预警科技伦理
风险、严肃查处科技伦理违法违规行为。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一条可以任意搭配的木门自动
化生产线，木材从进入生产线到成门
仅需 35-40秒；一台矫平设备可以将
制造超高强钢板平整度矫平在 0.5毫
米以内；一片塑料薄膜可以起到防
弹、防紫外线、保温等各种功效。

近年来，海安坚持工业立市、制
造强市，“更大力度建设自主可控的
现代产业体系”，培育了一批深耕制
造业领域的企业。2021年，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工业应税销售分别达到
1343亿元、2370亿元。2月9日，海安
市召开工业发展大会，升级出台加快
新型工业化、提速创新驱动、扶持企
业上市等集成政策“套餐”，为制造业
企业提供发展动力。3月4日，全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后，海安进一步
强化“大抓制造业”的鲜明导向，激发
企业“深耕制造业”，抢占新兴产业的
风口、成为“单打冠军”“头部企业”。

科研为上，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达112家

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的
铁锚玻璃企业技术中心与中国科学

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
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新产品、新
工艺 150多项，飞机特种玻璃等产品
技术水平行业领先。

铁锚玻璃新上的核电高端装备
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 20亿元。企
业负责人告诉我们，目前，厂房已
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年销售
20 亿元。该项目的投产一举打破
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
空白。

近年来，海安以“5123”工业大企
业培育工程为抓手，不断深化科技创
新体制改革，精细化培育龙头企业、
链主企业，以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为重点，建立“政产学研金”相结合的
全链条体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截
至目前，海安已建成上海交通大学等
5家产业研究院，江南大学等4家技术
转移中心，累计为 200多家企业提供
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检验检测、人才
培养等公共服务。

繁华应才企业技术中心拥有2名
江苏省双创人才，企业自主研发的局
域态等离子体电致变色镀膜技术居

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该技术已经转
化为生产力，总投资20亿元的新工厂
已经投产。

去年底，2021年南通市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名单公布，海安市的东屹高
新纤维、光易通信等 7家企业技术中
心榜上有名。至此，海安共有南通市
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112家，其中国
家级 3家、省级 49家，保有量继续保
持南通市第一。

守正创新，市级以上首台
（套）达59个

“去年3月，我们搬迁新址。”南通
跃通数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孙
子评介绍，公司一期占地90亩的工厂
已经投产，二期占地70亩的工厂在筹
划中，届时整个公司的产能达到8亿元。

跃通数控建于2003年，是专业从
事木门自动化生产设备研发与制造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20年来，公
司守正创新，走过了由生产单个工序
的木工生产设备到目前生产可按需
求自由组合的柔性生产线的历程。

在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木门生产

线前，孙子评说，一樘门从上木料到
成型，仅需 35至 40秒，两名工人即可
完成。与原来使用单项生产设备相
比，现在一个班可产门400樘左右，效
率提高近30倍。还在生产线首末端设
置了吸尘设施，达到国家的环保标准。

2018 年 ，跃 通 数 控 研 发 的
“MDK840型柔性门框生产线获得江
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与关键部件
认定”。

首台套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填补国内国际空白，或领先的重大装
备或关键部件。近年来，海安市推动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增强
重大装备自主创新、设计研制和推广
应用能力，着力提升制造企业高端
化、智能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去年底，江苏省工信厅发布全省
首台（套）重大装备拟认定名单，海安
市天楹环保能源成套设备生产的医
疗废物等离子体气化集中处置成套
装备获认定。

截至目前，海安共有南通市级以上
首台（套）59个，总量位居南通市前列。

（下转A2版）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是
中央一号文件、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确
定的“三农”底线任务。面对疫情等
诸多不确定因素，我市明确，今年将
新建高标准农田 40.7万亩，确保粮食
总产量稳定在 340万吨以上，进一步
充实“米袋子”、丰富“菜篮子”。

陌上花开春意浓，最是春耕好时
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乡村抢农时、
抓春耕、促春管，田间地头一片繁忙
景象。

粮稳天下 种业振兴

粮稳安天下。我市主要口粮自
给率 100%，人均 450公斤，达到联合
国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标准。
但稳产保供的压力依然很大。从市
内需求看，前年我市常住人口已超过
户籍人口,去年流动人口超过 130万
人，“米担子”越来越重。从区域需求
看，目前我市销往上海和苏南的蔬菜
日均分别达 5000 吨、2000 吨，全市

40%的水产品销往上海和苏南，“菜
篮子”“渔池子”季节性、结构性短缺
仍存。

坚决扛起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
供的重担，我市综合施策，种业先行，
不断提高种子粮食“芯片”的含金
量。连日来，沿江农科所鲜食玉米服
务团队专家冒宇翔等，连续赴海门江
心沙、如皋市金旺农场，进行该所“苏
玉糯”系列鲜食玉米新种春播技术指
导。对新种播期、种植模式、销售渠
道等，他们详细介绍产前、产中、产后
技术要点。在如皋文俊社区 5组，团
队还为党员干部进行无人机新品种
小麦喷洒农药演示，倡导精准化、智
能化、信息化高科技种田方式。海门
大华种业专门为海门种植户配制了
两个自主水稻品种，米质优、产量高、
抗倒性好，在海门“旱改水”稻田全面
推广。

深化种业振兴行动，我市组织沿
江农科所等实施种业科技创新，培育

大华种业等一批具备商业化育种能
力、育繁推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

农资质优 量足价稳

小麦返青拔节期，在海安墩头镇
五一农场的大片麦田里，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个人陆华正驾驶着大型植保
机，给小麦撒肥、喷药。春节过后，农
场2000多亩小麦陆续春管，目前已有
近千亩完成了增施基肥。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3月
17日，在海安惠民农资有限公司丁南
分公司农资经营点，李堡镇陈庄村村
民许新华赶来购买农资:“这里的农资
商品货源充足，质量保证，价格公道，
服务也好，我们买得放心、用得安
心。”海安及早谋划，做好化肥、农药
等各类农资储备供应，切实保障广大
农户的生产需求。海安惠民农资公
司从去年年底开始，采购储备了 1.4
万吨复合肥、6000吨尿素和 200多吨
农药。目前已经配送至各农资经销

点，确保五一农场等春耕生产。
备足农资、不误农时，我市各地

农业综合执法部门严把农资进货关、
储存关、销售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
产品。通州、海门、如东农业农村局
等全面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春耕
备耕“清朗”专项执法检查行动，严查
农资店铺的营业执照、农药经营许可
证以及各种农资的进货渠道、生产日
期等，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高标农田 全国示范

近 7000亩海安墩头镇千步村高
标准农田项目，目前进入施工扫尾阶
段。“完工后，大大提升农田排蓄水能
力，以及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水
平，根除传统里下河地区水患。”海安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剑华介绍，

“此前，海安累计投入12亿元，新建高
标准农田55万亩。2030年底，将新建
高标准农田10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36万亩。” （下转A2版）

本报讯（通讯员夏龙珠 记者何家玉）19日，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举行 2022年度春季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热烈欢送
20多名经过严格选拔的热血男儿光荣入伍，奔赴军营建功立
业、报效祖国。

欢送大会上，开发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人给新兵们
集中发放了“光荣之家”牌匾，送上慰问品，并表示认真落实好
现役军人优待政策，服务好新兵家属，解决新兵的后顾之忧。

“我来自军人家庭，陈祥榕同志是我敬佩的人。”进藏兵
代表李继山激动地表示，参军入伍，就不能怕苦，不能怕危
险，要去就去最苦最危险的地方，将自己的热血青春挥洒在
祖国的边疆，为国防力量添砖加瓦，做人民的子弟兵。

区党工委委员、人武办主任蔡大军代表开发区党工委、
管委会对光荣入伍的新战士们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崇尚荣
誉、扎根军营、建功军营，不辜负家乡人民厚望。

南通开发区举行欢送大会

20余名好男儿光荣入伍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19日，轨道交通 2号线幸福车辆
段上盖平台首块结构板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项目结构施工
开始全面推进。该项目作为南通首个站城融合TOD项目，是
市级城建重点工程，也是南通首个采用“轨道+物业”开发模
式的场段项目。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幸福车辆段站城一体
化开发选址范围位于沪陕高速、通刘公路、城北大道和幸福
竖河所围合地块内。此次施工范围为车辆段的咽喉区，场地
狭小，交叉施工难度大。轨道公司与施工单位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狠抓施工速度和质量，科学配置生产要素，高效
率、高质量、高品质完成此次任务。

轨交2号线幸福车辆段

上盖平台首块
结构板顺利浇筑

昨天，工作人员
冒雨在锡通高速南
通西收费站疫情防
控查验点忙碌，逢车
必查、逢人必验。

记者 许丛军摄

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研发首台（套）装备和部件、培育行业单项冠军

海安“三箭齐发”打造制造业强市

高标准落实“三农”底线任务，我市各地奋力春耕，稳农保供——

让“米袋子”“菜篮子”更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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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彤）
20日晚，市疫情联防联控指
挥部指挥长、市委副书记、
市长吴新明主持召开全市
疫情防控工作视频点调会，
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推进。他强调，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
最新部署要求，坚定信心、
凝聚合力、联防联控，持续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全力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在听取如皋市、通州区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后，
吴新明指出，目前国内疫情
特别是我市周边地区多点散
发，加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隐匿传播的特性明显，大家
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当前
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
识，慎终如始、毫不放松抓好
当前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吴新明强调，要更加严
密落实外防输入措施，进一
步加大交通通道、社区、重
点场所等排查管控力度，严
格落实健康管理措施，进一
步优化防控措施、工作流
程，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要扎实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从严从紧抓好区域协查管
控，坚决防止病毒传播蔓
延。要强化服务保障，关心
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和隔离
群众，在物资供给、设施配
备等方面要考虑得更加周
全，切实满足基本需求。要
着力加快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按照“平战结合”的要
求，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健康
驿站、方舱医院等建设，切
实防止用时无备。

吴新明要求，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抢抓当前有
利时机，扎实做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民生保障等各
项工作，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做到“两手抓”“两手赢”。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陆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潘建华
分别就重点风险人员排查管控、进口物品疫情防控等工作进
行部署。市领导高山、陈冬梅、童剑、刘洪、李建民，市政府秘
书长凌屹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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