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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晴 最低温
度7℃左右 最高温度15℃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3月 16日，央视 《新闻联播》
点赞长江经济带绿色“蝶变”，以长
江南通段生态环境的转折性变化为
切入点，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长
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1月5日，央视一天内两度聚
焦南通，《新闻联播》《新闻直播
间》在播出长江经济带谱写生态优
先发展绿色篇章时，分别展现了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的南通作为……频
频亮相央视，南通靠的是什么？六
年来，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南通以更高

的政治站位，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和
使命意识，争当长江大保护“排头
兵”和“先行军”。

健全工作机制，努力绘就
最大“同心圆”

高站位统筹谋划、全方位整体
联动、严要求督查问责……我市始
终把长江大保护摆在重要位置，着
力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有效汇聚
各方合力。

市委、市政府定期研究沿江发展

议题，每季度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点
评会暨长江大保护推进会等会议专
题部署。绘制沿江共抓大保护“一张
图”，出台沿江沿海生态景观带建设
实施意见，到2025年，生产岸线占比
较“十三五”末再下降20%。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任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第一
组长、组长，兼任污染防治攻坚战总
指挥长，市人大强化环保执法检查，
市政协牵头污染防治攻坚考核，市纪
检部门开展环保专项市县联动巡察，
53个市级单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形成全员齐上阵、合力抓落实的工作
格局。

建立污染防治攻坚“月督察、季
考核、年述职”工作机制，每月组织

“三代表一委员”开展现场督察，每

季度在媒体通报污染防治攻坚考核
结果和排名靠后镇村，每年底组织
相关市级部门进行环保述职，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真正让长江大保护
没有旁观者。

坚持综合施策，全力打好问
题“歼灭战”

近年来，我市以钉钉子精神和啃
硬骨头勇气，聚焦“化工围江”、码头
尘埃漫天、非法占用岸线等沉疴痼
疾，持续攻坚国家和省长江警示片披
露问题，使沿江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2021年，我市制定《南通市“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严
守门槛抓管控，从空间布局约束、污
染物排放管控等方面明确调控策略
及治理要求。 （下转A2版）

本报讯（新华日报记者王拓）3
月26日至27日，省长许昆林在苏州、
南通、盐城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以更科学管用的实
招硬招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努力
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
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在高铁昆山南站、沪宁高速昆
山高新区收费站和沈海高速小海收
费站、如皋服务区、东台出口，许
昆林仔细查看交通卡口防控、物流
通行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时刻

绷紧外防输入这根弦，及时摸清风
险底数、坚决堵住风险漏洞，第一
时间强化来苏返苏人员筛查，深入细
致做好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管控，阻
断疫情输入路径，不断巩固来之不易
的防控成果。要拿出务实措施保障
交通物流畅通，落实好优先通行、车
辆消杀后允许返程等政策，全面推广

“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置检测点，优化查
验方式、拓展布点纵深、提高检测效
率，有效缓解高速出口通行压力，
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转通
畅保驾护航。

在苏州相城区上高路临时农产
品批发市场、南通强盛农业科技发展
公司，许昆林实地检查疫情防控、保
供稳价等情况。他强调，要严紧压实

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继续
加强从业人员闭环管理、规范管理和
健康监测，做好生产、运输、销售等各
环节的防护。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
生产情况调度、市场运行监测，规划
布局临时批发市场等保供基地，确保
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运送
安全，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
子”。许昆林还来到南通中远海运船
务工程公司、天合光能科技（盐城）公
司、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口非冷链
货物集中监管仓，详细了解进口货物
监管、重点人员管控等工作。许昆林
表示，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坚
持“人物环境”同防，健全常态化防控
机制，做实做细防控措施和应急预
案，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
节，坚决防止失管漏管。

调研中，许昆林分别召开座谈
会。在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深入
分析存在的问题后，许昆林强调，要
着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面加强核
酸检测、流调溯源力量，加快集中隔
离点、健康驿站等储备建设，不断强
化大数据对疫情防控的支持作用，进
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筑牢群防群控
防线。要跟进出台一批有温度有力
度的政策，保障好困难群体、特殊群
体基本生活，关心关爱基层一线工作
人员，用心用情帮助市场主体解难
题、渡难关。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抓好重大项目建设、生
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
以江苏的“稳”和“进”扛起稳定宏观
经济责任、当好全国发展大局的

“压舱石”。

许昆林在苏州南通盐城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更科学管用的实招硬招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

建好黄金水道，打造绿色走廊，逐步形成林地、自然保留地、水体等层次互生的生态体系——

南通长江生态保护成效引发央媒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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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本报讯（记者刘璐）前天开始，蔬菜供应是否充足，成为
市民们最为关心的话题。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昨天我市
蔬菜供应依旧有保障，到货60车蔬菜，共计1000吨以上，主
要品种有西红柿、黄瓜、青椒、土豆、白菜、豆制品、胡萝卜、洋
葱、花菜、蚕豆等。

“菜蛮多的，和平时没有很大差别，价格有的稍微涨了
点。”昨天上午，市民何小姐来到太阳鑫城菜市场，自觉出示

“行程码”“健康码”，测量体温后有序进入。她先后逛了三四
家摊位，买了猪肉、青菜、金针菇、西红柿、青椒等。“今天周末
就多买了点，我们一家三口吃两天没问题。”她说，按目前供应
情况看完全不需要屯菜。

据了解，市区蔬菜基本从上海、苏州、常州、盐城、山东等
地大仓统一配送或者生产基地直接配送，通农物流中心也已
开辟临时交易区。目前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蔬菜供应充足，
市场秩序平稳，莴笋、韭菜、菠菜、大白菜、茄子、冬瓜、花菜等一
应俱全。此外，粮食、食用油、肉类、奶类等日常生活物资方面
也储备充足，能够完全保证市场供应，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

接下来，市商务局将持续做好货源供应，保障物资运输投
放，督促重点商超、农贸市场迅速备货、有序营业，保证货架不
空、价格不乱；加大生鲜电商平台供应量，引导盒马鲜生、饿了
么、美团等线上销售平台增加备货并扩大配送容量，保障电商
平台物资运输，随时满足市民群众对蔬菜生鲜等生活必需品
的购买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黄苏婷 记者王玮丽）“老板，你这个洋葱
进价多少钱一斤？现在卖多少钱一斤？”27日，崇川区市场监
管局对农批市场临时蔬菜点展开价格检查。

临时蔬菜点主要用于蔬菜批发和集散，一辆卡车就是一个
摊位，其价格直接影响零售端。现场，执法人员对近期各类蔬菜
的进货价和销货价做了摸底调查，并提醒相关经营者在成本没
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进销差价应与之前保持相对稳定。

3月25日以来，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
等场所的重点民生商品开展价格监督检查，通过提醒告诫、价
格承诺、行政约谈等形式帮助经营户提升价格行为规范意
识。截至目前，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305家次，送达提醒告
诫函224份，签订价格承诺书294份。从检查结果看，各大商
超和市场价格稳定，绝大部分蔬菜产品零售价格平稳，个别品
种有小幅波动。

下阶段，崇川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强对重点民生商品的
价格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并公开曝光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千吨以上蔬菜到货

“菜篮子”供应
持续有保障

绝大部分蔬菜产品
零售价格平稳
崇川市监开展专项检查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完成空间站组合体阶段
全部既定任务，于北京
时间 3 月 27 日 15 时
59分撤离空间站核心
舱组合体。

天舟二号在轨运行
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拓
展应用试验。目前，飞
船状态良好，后续将在
地面控制下择机再入大
气层。 新华社照片

26日晚18时30分在通海港区集装箱堆场、码头拍摄的画面。通海港区是海轮进入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后北岸的第一个港区，也是南通市重点打造的现代化
集装箱港区和江海联运枢纽港，自2018年6月投产以来，不断刷新集装箱吞吐量新高。 记者 许丛军摄

我市完善差别化管控政策，实现干好干差不一样——

破除环境治理一刀切模式
A2

本报讯（记者李彤）27日
晚，市政府召开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视频点调会。市疫情联防
联控指挥部指挥长，市委副书
记、市长吴新明强调，要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中央和省、市最新部署要求，
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坚持问题
导向，压实“四方责任”，毫不放
松地抓好“防输入、防扩散”各
项工作。

吴新明指出，当前全市疫
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
上下同心、坚定信心，以决战决
胜的信念，抓紧抓实社会面防
控，因地制宜强化针对性防控
措施。要严格把好“入口关”，
进一步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全
面优化交通查验服务点处置流
程，做好测温查码、信息登记、
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真正做
到核酸采样要快、送检要快、检
测要快，风险人员管控要快、报
送结果要快，坚决阻断病毒传
播风险。要加强重点环节、重
点场所和重点人员管理，对进
口冷链、邮（快）件和货物，口岸
一线、码头、定点医疗机构和隔
离点等一线工作人员，加油站、
高速服务区以及蔬菜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高校、养老院、监所
等重点场所全面实行闭环管
理。要坚持统筹兼顾，进一步
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
责任，全力做好农副产品安全
运输与保供工作。

吴新明要求，要进一步做
好“两站一场一码头”客流、车
流疏导工作，切实保障交通顺
畅、物流通畅。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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