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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新明）20日，在
果之缘家庭农场葡萄园的大棚内，如
东掘港街道选民代表、高级农艺师马
爱东正在向员工传授春季葡萄防治
病虫害的要领。“我承担1000多亩葡
萄园的技术指导工作。种植户如有
需求，我随叫随到。”马爱东用行动践
行如东县委提出的“聚焦全新赛程、
高扬牛劲品格，聚力争先进位、高昂
狼性精神”，双休时间也花在服务高
效农业、助力农民增收上。

围绕产业兴旺，助推一方产业；围
绕生态宜居，管护一条河（路）道；围绕
乡风文明，当好一名志愿者；围绕治理

有效，融进一个网格；围绕生活富裕，
帮扶一户选民；围绕作风效能优化，用
活一个平台。今年，如东县人大在南
通率先开展“践行双聚双高、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实践活动，1000多名省、
市、县、镇（街道）人大代表（选民代表）
走进选区履职，办实事解难题，让选民
得实惠。掘港街道先行试点，取得成
功经验后，向全县推广。

围绕生态宜居，管护一条河（路）
道，掘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旭带头
啃最难啃的骨头，统一拆除235处违
章建筑，基础设施全部配套到位，老
集镇的街面靓了、河道清了、道路畅

了。在童店街上开店经销家用电器
20年的曹焕明说：“过去只有选人大
代表时才见上一面，而今每周见上几
次，办了一件件惠民实事。”

“春耕生产开始了，需要我们村
里帮助做点什么？”南通市人大代表
付新梅走进6组村民陈金泉的家，问
起了服务需求。陈金泉的妻子陆美
莲因病瘫痪，付新梅登门联系评残，
让陆美莲享受到了生活补助和残疾
人护理补助。“网”上履职、“格”内尽
责，全村41名重残人员的疾苦，付新
梅都装在心上。得知陈金泉家缺化
肥农药，付新梅掏起手机，与农资点
联系送货上门。

江苏御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高速减速器正源源不
断下线。创业带动就业，兴一方产
业的能人就是如东县人大代表唐亚
卓，他吸引100名专业人才，来到

掘港街道，建成年产120万台套产
能、国内最大新能源减速器研发制
造头部企业，300多名当地群众家门
口就业。

来掘港街道城南工业园创办如
东亿联机电有限公司的周文华，是浙
江人，也是如东县人大代表。他深耕
铝电解电容器外壳产品研发生产，产
销量做到全球第二，入选专精特新小
巨人。他用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
展，还结对资助新丰村徐海燕、洋岸
村戴玲苏、野营角村顾俊豪3位困难
学子完成学业。

“如东人大立足党委工作要求，
及早思考，及早谋划，在新一届人大
开局之际锚定发挥人大代表独特作
用，先人一拍、快人一步开展主题实
践活动，彰显了代表为民履职的如东
情怀。”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姜永华说。

办实事解难题，让选民得实惠

如东千余人大代表驻点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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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霄云 通讯员凌微子）据南通海关统计，
今年1-2月，南通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556.8亿元人民币，
在全省继续居第4位，较去年同期增长23.5%，增速高于全省
8.4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6%。其中，出口355.5
亿元，增长19.3%；进口201.3亿元，增长31.8%。

据南通海关分析，1-2月我市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传统产品出口态势良好。由于海外疫情蔓延、供应链修复缓
慢，我市外贸主导行业出口延续增长势头，机电产品、劳动密
集型产品二大类商品出口分别增长21%和7.7%，合计拉动出
口整体增长11.7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拉动进口增长，是这份外贸成绩单的
另一特点。其中，LNG进口价格上涨106.2%，进口值增长
57.5%，拉动我市进口整体增长12.5个百分点。农产品进口
值增长48.2%，拉动整体增长3个百分点。此外，集成电路进
口值增长14.8%，拉动整体增长1.3个百分点。

南通外贸进出口
前两月同比增长23.5%

增速高于全省8.4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3月 21日14时38分
许，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执行昆明－广州任务
时，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
123人、机组人员9人。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惊悉东航MU5735
航班失事，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
处置善后。国务院委派领导同志靠前协调处理，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
患排查，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

人民生命绝对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

示，要求全力以赴搜寻幸存者，尽一切可能救治伤员，
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服务，实
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信息，认真严肃查明事故原因，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民航安全管理。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中国民航局、应急
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处置，并调
派广西、广东两地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现
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对东航客机坠毁作出重要指示

全力组织搜救 妥善处置善后
同时要求加强民航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

“当前形势比较严峻，大家辛苦
点，疫情防控工作一点不能松。”在
21日的疫情防控例会上，启东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组组长施宇杰有些疲惫，语气却十
分坚定。

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她已“退居
二线”，却冲在抗疫一线。园区400
多家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调度
指挥，她沉着冷静、从不懈怠，在每天
疫情防控例会上各小组汇报情况时，
总能迅速反应、统筹部署。她用实际
行动为其他党员干部树榜样、立标
杆，把党员的担当牢牢钉在战疫一
线。目前，我市像施宇杰这样冲在抗
疫一线的党员干部有约5.8万余名。

时代召唤使命，党旗凝聚人
心。自市委组织部启动“江海战疫
党旗扬”行动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让
党旗飘在一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
冲在一线。

党建引领，党旗飘一线

“快递、外卖等行业是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重点环节。行业党委要落
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快递小哥也
要做好自我防护。”18日上午，顺丰
快递公司的员工收到了市委组织部
负责人亲手送上的防疫物资包。当
天，市委组织部在全市启动“党费下
拨助力疫情防控”专项慰问活动，将
市管党费、防疫物资送到基层抗疫
一线。

党建引领明方向，大战大考见真章。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我市在全省率先于基层党组织中开展“攻坚有我”行
动，聚焦中心工作、重点任务和难点问题，号召各级党组织争
做示范、党员争当先锋。市委组织部将“攻坚有我”行动在全
市各新冠疫苗接种点率先启动，向镇街社区、交通卡口、医院
门诊、后勤保障、服务窗口等渐次延伸，覆盖疫苗接种的动员、
管理、保障等各个环节，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全市人民筑起了疫情防控
的安全防线。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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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施大规模增值税
留抵退税政策安排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提供强力支撑

■对所有行业的小微企业、按一般计税方式纳
税的个体工商户退税近1万亿元

■对制造业等6个行业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7
月1日开始办理全额退还，年底前完成

■安排1.2万亿元转移支付资金设立3个专项，
支持基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和保就业保基本民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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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21日晚，省长许昆
林主持召开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
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调度，推动疫
情形势尽快趋稳向好。

在认真听取南京、常州、盐城、南
通、苏州、连云港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
报后，许昆林指出，当前全省疫情形势
仍然严峻复杂，要牢固树立坚持就是
胜利、坚持才能胜利的信心，继续发扬
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切实提升
阻断疫情传播的速度和力度，以最短

时间实现社会面见底清零。要紧绷疫
情防控这根弦，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从严
从实抓好防控工作，不放过任何一个
漏洞、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牢牢把
握疫情防控主动权。要采取更有力有
效措施，加强“三公（工）”协同作业，强
化大数据赋能助力流调溯源工作，精
准果断划定风险区域，推广“抗原筛
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科学快速
实现“动态清零”。要坚持全省一盘
棋、全省总动员，进一步形成工作合
力，加强疫情防控力量和物资统筹，
加快集中隔离点、健康驿站储备建
设，坚决守住社区防线，引导群众增

强自我防护意识。要对应急处置能力
进行迅速自查，对常态化疫情防控进
行重点摸排，及时梳理突出问题、补
齐工作短板。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明在南通
分会场参加会议，汇报我市当前疫情
防控工作。随后召开续会，就贯彻落
实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精神作
出部署。吴新明强调，各地要高度重
视，从严从实抓好防控工作，防止病毒
蔓延。风险人员管控要再闭环，对市
外来（返）通人员，在“两站一场一码
头”、公路水路交通查验点，做到抗原、
核酸检测快筛快检，切实提高筛查管
控精准度。外地协查密接、次密接的

排查要再提速，加强“三公（工）”联动，
按照提级管理的要求，迅速排查密接、
次密接人员相关信息及行动轨迹，并
在规定时间内规范管理到位。核酸检
测能力要再提升，加大核酸检测储备
量，加快采样检测人员的梯队建设和
业务培训。疫苗接种进度要再加快，
着力推进加强针接种和城镇常住人口
的全程接种。要健全防控指挥体系，
决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决不能出任
何差错，真正把疫情防控网扎得更密
更牢。

市领导陆卫东、潘建华、高山、陈
冬梅、王凯、童剑、刘洪、李玲、李建民，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会议。

坚持问题导向
从严从实抓好防控工作

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召开会议 许昆林主持

国家医保局：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临时性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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