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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雨
最低温度26℃左右 最高温度32℃
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 通讯员王佳琦）“在南通创新区各
个部门关心支持下，万豪酒店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中，土建、幕
墙基本完成，机电安装完成80%，精装修完成约80%，今年将
开业。”昨日，记者在南通创新区看到，紫琅湖环湖而起的项目
工地上，塔吊林立，以万豪酒店为代表的紫琅湖活力商圈正在
火热建设中。

南通创新区积极布局、高起点推进商圈建设，紫琅湖活力
商圈内的多个项目有序推进中。其中，紫琅新天地旨在打造
滨水景观休闲商业街区，以滨水、休闲、娱乐、运动、美食为亮
点，创建独有的滨水特色消费空间。目前，幕墙施工已达
60%，智能化、亮化工程单位均进场施工；金鹰世界约32万平
方米，外立面采用ETFE巨幅天幕设计，结合夜间灯效、数码
投影与紫琅湖河岸上的水秀表演活动，打造南通夜间打卡胜
地与周末微度假目的地；紫琅生活汇致力于打造便民利民的
社区新空间和城市“一刻钟社区生活圈”新样板，7万平方米
生活综合体荟萃文化、运动、医疗、商业、政务、养老、交通、教
育等8重生活场景。

日前，《关于建设“四大商圈、两大集群”的实施方案》明
确，打造商务区——紫琅湖活力商圈，主要发展体育文娱新消
费、招引一线时尚潮流品牌，形成建筑更新颖、设施更先进、业
态更丰富、消费更时尚的高品质活力商圈。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实习生陆薇）昨起，我市正式入
梅。根据气象预警，经综合研判，市防办决定自6月23日17
时20分起主城区进入防汛模式。昨天，市防办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到岗带班制
度，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全力做好梅雨期防汛应对工作。

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我市今年入梅时间比常年略晚，今年
梅雨特征不典型，以过程性降水为主，多强对流天气，并有降
水间歇和高温，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梅期长度较常年偏
短，梅雨量200～260毫米。

22日下午，收到气象部门入梅的重要天气报告，市水利
局立即研判分析，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做好梅雨期的防范应
对。同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遇有强
降雨等情况，及时会商，科学调度。另据水文预报，长江大通
流量预计将超6万立方米每秒，市水利局已提醒沿江各地做
好巡堤查险工作，发现险情要及时处置并报告。

本报讯（记者张烨）昨日，市委
组织部下发《南通市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助新成才”计划》的通知。记者获
悉，我市在全国率先探索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成长成才模式，成立“江海新
才”学院，设立并发放“江海新才”助
学金，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学历
教育和免费的技能培训。学分修满
者可获颁专科或本科文凭，补助学费
高达八成。

当前，社会就业形态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
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已成为
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南
通这一群体人数近10万人。为此，
市委组织部、市委两新工委依托南通
开放大学成立“江海新才”学院，设立
助学金，创新采取“学历+技能”的培
训模式，进一步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
体从业人员素能素养和拓宽个人成

长渠道。
对参加学历培训的新业态新就

业人员，我市率先免费提供技能资格
认证培训，主要是面向建筑专业、机
电专业、经管专业三大技能模块的
BIM、安全员、电工、广告设计师、电
子商务师的技能资格证书等。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历专
科（含专科）以上学历，在江苏开
放大学物流管理专业进行2.5年制本
科学历学习，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
分，颁发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文
凭。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
等中等学历或以上学历，在江苏开
放大学连锁经营与管理专业进行2.5
年制专科学历，修满教学计划规定
学分，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毕业文

凭。毕业文凭均可在教育部学历证
书查询网站查询，符合申请条件者
可申请学士学位。

据了解，学员学费由个人先行
缴纳，“江海新才”助学金将对成绩
合格、顺利毕业的学员进行学费补
助。个人承担学费总额的20%，其
余部分先由市总工会“求学圆梦”
行动和市人社局按照市委《关于实
施高层次双倍人才倍增计划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给予补
贴，不足部分再由“江海新才”助
学金兜底。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提醒，即
日起，新业态新就业人员可携有效身
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南
通开放大学招生办公室报名。

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学历层次和技能水平

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助新成才”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
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作
出部署。

《指导意见》提出两阶段工作目标，到2025年，与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
加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更加健全，政府履职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
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取得重要进展，数字政府建设在
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到2035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
应的数字政府体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备，整体协同、敏
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
本建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指导意见》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七方面重点
任务。在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
方面，通过全面推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
型，强化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分析，大力推行智慧监
管，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持续优化利企便
民数字化服务， （下转A8版）

聚焦打造活力消费场景

南通创新区加快商圈建设

市防办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

全力做好梅雨期防汛工作

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进行全面部署

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

据交汇点讯 6月 22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
开。会议选举产生了71名出席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
表，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王岐山
同志、刘奇葆同志当选。

会议应到代表882名，实到代表
839名，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
记吴政隆讲话。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省委常委、省
委组织部部长赵世勇作了关于酝酿确
定我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候选人预
备人选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代表选举工
作的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
法、监票人名单、候选人名单。在充分
酝酿讨论的基础上，会议选举产生了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71名。选举结
果宣布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吴政隆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全体
代表共同努力，这次省党代表会议圆
满完成了选举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这
一重大政治任务，充分体现了全体代

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的高度自觉和坚强党性，是一
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大会，是一次
凝心聚力、开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民
主团结、风清气正的大会。

吴政隆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从南湖红船起航，
已经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党的二十
大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征程上召开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全党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带领人
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
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和人
民事业必将以党的二十大为新的重要
里程碑，开创更加光明、更加壮丽、更
加宏伟的未来。

吴政隆指出，拥有坚强领导核心、
科学理论指引，是我们党创造历史伟
业的成功秘诀。在“两个大局”交织激

荡、“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时期，
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民之大
幸。“两个确立”确立的是全党的“顶梁
柱”、人民的“主心骨”，确立的是思想
的“定盘星”、行动的“指南针”，确立的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政治
保证。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
更加自觉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
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
大者”，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吴政隆指出，江苏承载着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深切关怀、殷切期
望。进入新时代、迈进新征程，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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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沿着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不断夺

取新的更大胜利。当前，我们最重大
的政治责任、最重要的工作大局，就是
要认真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大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
展和安全，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
的政治环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最大程度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
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要切实承担起江苏在稳住全国宏观经
济大盘中的重要“压舱石”责任，认真
落实国家和省市出台的“一揽子”政策
措施，全面推动经济加快恢复向好，坚
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厚植
人民情怀，始终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
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下转A2版）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代表会议召开
选举产生我省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王岐山同志、刘奇葆同志当选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吴政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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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海安
铁路物流基地忙
碌装运海铁快线
班列集装箱。截
至目前，今年中
欧班列（海安—
东盟）已开行20
列 760 车 次 。
海铁快线班列常
态化开行，累计
开 行 258 列
9600车。
记者 许丛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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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请你来集市摆摊
主城区计划打造11个特色夜市

2022服务外包百企进高校南通专场举行

筑好招才留才“蓄水池”
■A2看南通·要闻 ■A4看南通·民生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 实
习生陆薇）为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日
前，南通市总河长王晖、吴新明
签署《关于持续深化区域治水
全面推进地表水环境质量提升
的动员令》（南通市总河长令
2022年第1号），号召全市上下
聚焦幸福河湖建设，以全面提
升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为目
标，以持续深化区域治水为抓
手，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统筹
做好镇村区域水治理工作，扎
实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为“强富美
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添活力
增魅力。

《动员令》指出，地表水环
境质量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的重要指标，是事关群众生
产生活的民生问题。各级河
长、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站位、深化认识，以思想自觉引
领行动自觉。要始终突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鲜明导向，
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加快补齐水环境突出
短板，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紧盯
水环境问题，解决群众诉求，顺
应人民期盼，以优质水生态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动员令》强调，实施地表
水环境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是一
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离不开
科学的方法、创新的思路和务
实的举措，各级河长、各地各部
门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把55个国省考断面放在地表
水环境治理的首要位置来抓落
实，全力攻坚突破，以必胜信心
实现年度国省考断面优Ⅲ类比
例100%的目标。（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