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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阴 局部有
雷阵雨 最低温度 20℃左右 最高
温度25℃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三农”工作》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文稿61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
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
了大台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显著改善，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
面提供了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坚持用大历史观
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科学回答了“三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纲领和
根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
《论“三农”工作》出版发行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宪法和法律
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
权之一。近日，南通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全面
提高行政机关执法能力和水平的决
定》（简称《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
开始实施。

以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
定”的形式，在全省率先对提高行政
机关执法能力和水平进行规制和加
强，这是市人大常委会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创新实践。

为什么要作出《决定》，能起到什
么样的效果？6日，记者带着这些疑
问走访了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
了解《决定》背后的故事。

积极履职，助力执法为民

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

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的需求日益增长。市人
大常委会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把提高
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作为法治政府
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扎实履职中支持
行政执法能力提升。连续5年评议政
府部门工作，将行政执法情况作为重
要评价指标，对行政诉讼败诉率较高
的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先后进行
10余次执法检查，督促改善了生产安
全、环境保护、治安管理等方面的执
法状况,并综合开展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普法宣传等多方面的视察调研
活动，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

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需要更高
水平的行政管理，也需要更加公平的
执法环境护航。去年底，市委把提高

行政执法水平作为改善营商环境、提
升城市形象、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抓
手，组织全市行政机关开展为期半年
的“厚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主
题教育活动。

“党委的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
就紧跟到哪里。”在视察调研行政机
关“厚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主
题教育活动座谈会上，市人大常委会
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表
示。市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党委意
图，把审议市政府重点执法部门“厚
植为民情怀、提高执法水平”的情况
列为今年5月份人大常委会重要议
题，紧盯执法能力和水平建设这一关
键，计划同步出台《决定》，提高行政
机关执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对行政执法工作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

精耕细作，规范执法行为

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将市
委决策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江
海儿女共同意志，成为近年来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工作的一大亮点。这也
与市人大常委会突出规范，依法科学
民主决策密不可分。市人大常委会
始终把依法依规办事作为人大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基础，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决定各类
重大事项。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常委会工作要点，民主确定议题。
上个月，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视
察调研，广泛听取重点执法部门、基
层单位、法院行政审判机构以及人
大代表、企业家对行政执法工作的
意见建议。 （下转A8版）

卸料、卷圈、纵缝、回圆、组对、焊
接、冲砂、上底漆、合拢、焊接、防腐、总
检……5日，端午节假日第三天，位于
小洋口风电母港港池南侧的江苏海力
海上风电装备有限公司400名员工坚
守生产岗位，将105毫米厚的钢板原
材料，变成110米长、直径9.5米的海
上风机单桩。在48米高空驾驶800
吨龙门吊，起吊合拢桩机送入油漆处
理工场的司机陈钰说：“端午3天不放
假，助力‘双碳’作贡献。”

“生产大功率海上风机桩机，从5
月份开始，计划已经排满。端午假期
齐装满员，把疫情带来的损失夺回
来。”公司总经理丁飞信心满满。

今年，对于海上风电装备生产企
业来说，挑战不小：平价上网，倒逼企
业降低生产成本；疫情影响，原材料和
新设备运不进来、人员出不去，海上风
电场建设进度大幅减缓。

“危中有机、化危为机，我们主动
出击，抢占深海风电场开拓先机。”江苏
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许世俊介绍，去年“抢装潮”一过，企
业即依靠创新降本增效，稳步推进海上
风机塔筒、导管架、单桩基础大型化。
今年5月份开始，陆续接到省外多地订
单，产能将尽快恢复到去年水平。

海力风电是国内领先的风电设备
零部件生产企业。2009年，许世俊跨
进高附加值的风电行业，创办国内专
业制造风机塔架、海上风机单桩、导管
架承载平台的企业，引进高端人才，与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一流的科研团队
和工匠队伍。去年11月24日，海力
风电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
32.97亿元，刷新南通A股上市公司
IPO募资最高纪录。

过去，海上风电场多在近海建
设。如今，顺应国家“双碳”目标，向深
海进军，迎接平价挑战，海力风电的

“战法”就是主打产品风机塔筒、海上
风机单桩、导管架承载平台从小型化
向大型化大踏步跨越。（下转 A2版）

市场主体是经济
的力量载体，保市场

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当前，贯彻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要求，我市全力以赴稳住市场
主体、稳住发展预期。面对内外部环
境超预期影响，广大市场主体也主动
顺应变化、迎难而上。本报今起推出

“走进市场主体 见证稳中求进”特别
报道，以一批代表性企业的创新作为，
折射南通经济稳中求进的韧劲活力。

编者按▶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日前，省医保局印发《江苏省“15
分钟医保服务圈”三年全覆盖行动计划》，要求全省在
2024年实现省级、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乡镇
（街道）全覆盖。市医保局6日明确，我市将于今年在全省
率先实现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医保公共服务全
覆盖。

2022年，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共建设13个省级示范点
和90个市级示范点，同步推进“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服务
进村（社区），实现省级、市级“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乡
镇（街道）覆盖率100%，能够提供帮办代办等医保公共服务
的村（社区）覆盖率100%。同时，在省、市“15分钟医保服务
圈”示范点遴选、建设“医保便民药店”，设置专柜“零差价”销
售、预约或代办登记集采药品和国家谈判药品，让基层群众方
便地用上质优价宜的好药。

去年，我市探索建成“15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示范点3
家、市级示范点20家，将19项高频次服务事项下沉乡镇（街
道）办理，经办服务人员数量配置、管理体制、人员经费渠道按
省建设标准落实。这23家示范点与32家二级医疗机构“医
保服务站”一起，使16.2万人次在家门口或医院端享受到“方
便办”“就近办”，受到群众好评。 （下转A2版）

6日，如皋市白蒲
镇“中华老字号”企业
“老万和”林梓潮糕店的
工作人员加工制作“林
梓潮糕”。

“老万和”潮糕始创
于清雍正年间，至今已
有近300年的历史，其
制作技艺也列入南通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记者 许丛军摄

江苏“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傅泽勋：

以工匠精神悉心打磨每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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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建设103个“15分钟医保服务圈”示范点

我市将在全省率先实现
医保公共服务全覆盖

市人大常委会以“重大事项决定”的形式在全省率先出台相关决定——

让行政执法有力度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李彤）6日下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吴新明率队，深入崇
川区部分酒店、餐饮场所、老街以及
重点地块，调研濠河周边规划及功能
提升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
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城市更新、现代服务业繁荣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盘活资源空
间，挖掘底蕴内涵，持续优化文化、商
业、旅游功能布局，扮靓濠河景区，留
住城市文化的根和魂。

位于濠南路上的华达广场，中
餐、西餐等特色餐饮集聚，其中几家
店铺外立面正抓紧改造更新，吴新明
叮嘱相关单位要在确保安全施工的
前提下，注重局部与整体和谐，做到

修旧如旧、建新如旧，延续好古韵风
貌。有斐大酒店是我市首家五星级
宾馆，前身是由张謇先生创办的“有
斐馆”。吴新明走进其中，听取历史
沿革，详细了解酒店运营现状和发展
规划，鼓励其解放思想，加快提档升
级，打造多样化菜系餐厅，为市民、游
客提供更多就餐选择。

盆景园、韬奋印刷厂均为濠河景
区重点提升地块。盆景园三面环水，
是大雅琴社活动地、当地居民的相亲
角；韬奋印刷厂地块则是张謇先生创
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旧址。吴新明边
走边看，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发展
历史、现状和规划，他指出，要结合现
有空间布局、整体风格和功能配套，
全力打造文化、商业、旅游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的文商旅工程。要做优
小区域“微循环”，系统化提升改
造，推动濠河周边区域形象品质实
现新提升。

吴新明还走访了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天宁寺、历史街区主街巷寺
街以及省文物保护单位南关帝庙巷
明清住宅群。他强调，要坚持保护与
开发并重，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
历史建筑合理修缮，一体推进濠河周
边环境整治和城市更新，让老城区焕
发新活力。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吴新明
听取了崇川区关于高标准推动南大
街商圈提质改造的相关汇报。他指
出，要系统推进，科学编制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整治修建性详规和保护规

划，深化城市整体设计研究，加快推
进既有建筑与新建建筑有机结合，充
分展现历史风貌特色。要分步实施，
统筹开展修缮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各项工作，结合美丽街区塑造和“微
更新微改造”，加强寺街、西南营等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促进商圈
景区与历史街区互融互通。要统筹
资源，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
将散落在各地的资源串点成线、连线
成面。要用好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城市更新改造，加快推进机动
车智慧管理系统建设，持续提升景区
管理服务精细化水平。要加大政策
支持，提供全要素保障，推动城市更
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调研。

吴新明调研濠河周边规划及功能提升工作时强调

扮靓濠河景区
留住城市文化的根和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