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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有阵雨 最低
温度25℃左右 最高温度34℃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
《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辉煌，是鲜血生命铸就
的，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是艰辛探
索得来的，永远需要我们弘扬。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是
忠诚担当推动的，永远激励我们向前。中华民族走出苦
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文章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
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自那时起，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90年来，人民军队历经
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个辉
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下转A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智能搬运车来回运输材料，MES
系统实现生产全自动操作……走进位
于崇川开发区的通富微电圆片级封装
车间，其“无人工厂”模式让人眼前一
亮。“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让企业的生
产效率提高10%，产品质量也进一步
提升。”公司总监石锋感叹。

加速“智改数转”，才能赢得未
来。在崇川，像通富微电这样因智
改数转实现质效双提升的企业并非
个例。

“产业发展量质齐升，是主城区提
高首位度的基础。”崇川区委书记胡拥

军说，智改数转是企业提质增效、抢占
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之举，也是主城区
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契
机，崇川区从政策扶持、优化服务等方
面发力，加快推动企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和数字化转型。

此前，省政府办公厅对2021年落
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
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崇川区上榜

“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建设新
型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数据安全和数

据产业化等成效明显的地方”，是南通
各县（市、区）唯一上榜地区。

培育标杆，骨干企业示范引领

每天芯片封装数量超过1亿颗！
这就是“通富微电速度”。高效的背
后，智改数转功不可没。

通富微电是全国集成电路封装行
业的领军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MES
生产执行系统，企业7个生产基地、近
万台设备，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企业
的圆片级封装车间进行“无人工厂”改
造后，实现了物流自动化搬运、仓储。

“放眼全国，在集成电路行业，这
样的改造，走在前列。”石锋说，政府的
大力支持，是企业在智改数转“赛道”驰
骋的重要动力。据悉，崇川区政府每年
按照智改数转投资总额的10%给予补
贴，区工信局副局长陈小青作为“首席

服务员”挂靠企业，常态化为企业智改
数转进行答疑解惑，提供技术支持。

主城崇川寸土寸金。为提升经济
密度，该区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头
版头条”，谋划出台智改数转专项扶持
政策，从资金补贴、实行“首席服务员
制度”优化服务等多方面发力，激发企
业参与智改数转的内在需求。

政府引导，龙头骨干企业积极示
范引领，将智改数转提升到公司战略
层级。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聚
焦“互联网+体育”，摸索出智能化生产
模式，打通了产品研发、销售、采购、生
产等各环节，实现集成互联管控；中集
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探索车间制
造现场透明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筒体班、总装班等六个全套班组实现
智能化生产，效率提高30%。

（下转A8版）

启东，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
站”，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
从高空俯瞰，长达178公里的江海岸
线犹如两条臂膀，将启东拥在怀中。

7月 21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
“非凡十年”融媒体新闻行动走进启
东，作为江苏唯一全域靠江靠海、紧
靠上海的城市，启东充分发挥拥江揽
海的独特资源禀赋、深入实施向海发
展战略，加快推进通州湾新出海口吕
四起步港区开发建设，更大力度实施
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沿江沿海高
质量发展，奋力打造沪苏通一体融合
发展窗口城市。

港口建设一日千里

7月26日是“中伏”第一天，蒙古
籍 杂 货 船“ 海 洋 水 晶 ”（OCEAN
CRYSTAL）轮缓缓靠妥吕四起步港区

“2+2”码头10号泊位，这是吕四起步
港区临时开放后迎来的第45艘外轮。

瞄准“世界一流港口”，“2+2”码
头按照智能化标准进行建设。记者
在远离港区的远程控制室里看到，巨
大的集装箱被轻轻抓起又放下，操作
工庞浩坐在电脑前，只要轻点鼠标，
就能实现对码头装卸作业的操控。
南通通吕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黄杰自豪地说：我们是江苏省内首
家智能化、无人化集装箱码头。

看到如今现代化的码头，谁能想
到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大海。早

在2012年，为有效开发利用吕四港
突出的港口发展区位优势、丰富的滩
涂土地资源、良好的岸线资源和日臻
完善的集疏运条件，启东在大洋港以
东至大唐电厂西侧浅滩区域，整体通
过滩涂围垦、开挖，建设环抱式港池
项目。

港池总体呈翼形布置，并设置防
沙堤，通过6公里支航道与规划10万
吨级深水航道相连。2018年工程完
工，形成土地约2.7万亩，深水岸线22
公里，可建5-10万吨等级的深水泊
位60多个。吕四港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局长蔡凯凯介绍说，这为吕四
港成为通州湾江苏新出海口起步港
区创造了条件。

围绕启东市委市政府“—年建
设、两年开港、三年成规模”的战略目
标，“2+2”码头工程于2020年6月29
日实质性开工建设，2021年 12月
22日，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完成竣
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开港运营。

吕四“2＋2”码头通用泊位主要
从事风电叶片和塔筒、机械设备、钢
材、钢结构等港口货物装卸搬运及仓
储服务等业务，年设计吞吐能力750
万吨。自临时开放以来，持续开启

“开港即繁忙”状态，从2021年12月
底第1艘至现今第45艘外轮到港仅
用 7个月时间，完成货物吞吐量约
7.72万吨，出口风电叶片530片，模
块、设备1420件，实现了风电叶片、

模块、设备等货量的平稳增长。
与此同时，位于吕四作业区的东

港池重装码头建设也传来好消息。7
月19日，重装码头沉桩作业全部结
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半个月。该码
头将建设1个5万吨级通用泊位，以
及后方配套等辅建设施，泊位岸线长
273米，设计吞吐量290万吨/年。项
目建设完成后，将为卫华港机、宝安
电缆及中外运等企业提供更加便捷
的运输通道。

海工产业如火如荼

惠萍镇泰安村南侧长江干堤上，
滩涂平整，一片宁静。原先，这里常
年砂石乱堆、扬尘漫天。

今年67岁的顾益冲祖祖辈辈生
活在长江边，他亲眼见证了长江沿岸
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的长江江堤，
一些小码头、水泥厂、养猪场等纷纷
抢占，江面上随处可见浮子阀、捕捞
网簖、地笼等，粉尘、噪音和异味让附
近村民苦不堪言。”提起以前的场景，
顾益冲直摇头。

2020年，依托长江大保护战略，
启东以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工程为抓
手，大力推进岸线修复工程。围绕69.3
公里的长江岸线，为了掌握第一手资
料，启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巡
江，怀揣问题清单，现场梳理解剖。

两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启东
在沿江沿海全线共清理危险固废200

立方米、工业固废1003立方米，拓宽
升级防汛通道70公里，完成8条主要
入江河道疏浚整治，入江水质达到优
Ⅲ类。累计完成岸线绿化1246亩，
为69.3公里长江岸线实现绿色蔓延，
筑起一道绿色屏障。

如今的黄金岸线“生金吐银”。
寰宇东方启东箱厂就坐落于长江口
北支，走进干箱生产线车间，原材料
从上线转运到冲压成型，实现全自动
化，工人只需负责上料、零件加工等
辅助性工作。这条线生产单个标箱
时间仅为 60 多秒，出箱口每天可

“吐”出600个标准集装箱。
全球经济加速复苏，海运物流集

装箱一箱难求。寰宇东方启东箱厂
飞速发展，年设计生产能力达到30
万 TEU，综合能力位于全球前列，
2021年，公司实现应税销售突破100
亿元大关，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集
装箱生产单体。

依托长江岸线，启东海工船舶工
业园规划用地面积35.8平方公里，近
期控制规划用地面积约23.85平方公
里，预留中远期发展用地11.95平方
公里，利用沿江岸线18.8公里，腹地
纵深1—2.5公里。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党工委委
员林健说，目前，园区入驻企业有中远
海运、中集太平洋、振华重工、寰宇东
方等20余家，总投资超300亿元。

（下转A8版）

本报讯（记者丁威程 通讯员丁志明）7月30日-31日，
南通市市级机关乒乓球团体比赛在南通创新区全民健身中心
举行，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沈雷出席开幕式。

活动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主办，旨在进一步丰富机关干
部职工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充分展示市级
机关干部职工争当先锋、勇作表率的豪情。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葛玉琴致辞，勉励每
一位运动员发扬敢抢敢拼的“狼性”精神，力争赛出高水平、赛
出好成绩。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以本次比赛为契机、大力弘扬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以优良赛风展现机关
优良作风，把比赛中展现出来的拼抢血性、坚韧意志、战术思
维、团队精神，转化为推动“强富美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的强
大力量，以昂扬的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次乒乓球团体比赛设男女团体赛，来自市级机关的46
个部门、66支代表队、290名运动员在2天的比赛中，切磋球
技、交流感情、增进友谊。最终，市公安局、人社局、国资委、市
场监管局、总工会、纪委监委、日报社、商务局分获男子团体1
至8名，市公安局、总工会、税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纪委监
委、商务局分获女子团体1至6名。

市级机关乒乓球团体赛举办

三大百亿产业加速崛起——

如东经济开发区：产业强区风帆劲
部分现役立功官兵代表展示——

致敬功臣英雄致敬功臣英雄 传递榜样力量传递榜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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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奋力打造沪苏通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奋力打造沪苏通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

启东启东，，在拥江揽海中奔跑在拥江揽海中奔跑

崇川上半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增长10.1%——

智改数转赋能智造强区

题图：通州湾吕四起步港区“2+2”码头。 记者 许丛军摄

洁白的哈达寄深情
——南通教育援藏工作掠影

■4000公里外的南通知名度
■48年绵延不辍的教育援藏
■3个问号彰显的教育情怀
■5000多名反哺桑梓的雪域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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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
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洋溢
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悬
挂着庄严的“八一”军徽，“1927－2022”的
大字年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昭示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95年的光辉历程。

18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与
中外来宾欢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受习近平
总书记委托，魏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
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在各个时
期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贡献的离退休老
同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
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
一勋章”的同志，向全军英模代表、全国
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向辛勤工作在国防
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
向长期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
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
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
华武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
举杯共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祝愿中国人民解放
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
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
同志和中央军委委员，曾担任党和国家
以及中央军委领导职务的军队老同志等
出席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北京市负责
同志，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解放军驻京
各大单位、武警部队负责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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