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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文君 李彤）中国共
产党南通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于8月10日举行（右图 记者季倪昇
摄）。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
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
会议要求，总结今年以来工作，部署下
阶段任务，动员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坚定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争挑重担、勇扛
重责，加快建设“一枢纽五城市”，奋力打
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
王晖代表市委常委会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吴新明点评上半年全市项目建设情
况，部署下一阶段项目建设工作。市委副
书记、宣传部部长沈雷通报上半年全市项
目建设考评结果。

全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常委会今年以
来的工作。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经受住了新一轮疫情的
重大考验，稳住了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
提高了城市发展的承载能力，书写了人民
至上的民生答卷，激发了克难争先的昂扬
斗志，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在全
市上下的艰苦努力下，经济“稳”的态势不
断巩固，发展“进”的动能加速集聚，民生

“保”的力度持续加大，支撑经济平稳运
行、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全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
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
论基础，对于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在新征程上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
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结合起来，推动各级领
导干部学深悟透、率先垂范，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认真学习、把握要义，坚决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召开党的二

十大重大意义的精辟阐释，不断增强“四
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更加自觉高举伟大旗帜朝着宏伟目标
阔步前进。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际国内大势的科学判断，坚定斗争意
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
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扎扎实实办好南通
的事，更加自觉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展现担
当作为。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过
去5年重大成就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
的系统总结，进一步坚定紧跟习近平总书
记奋进新征程的信心决心，更加自觉拥护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政治要求，系统把
握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加自觉
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不
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郑重宣示，着
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以勇
当全省“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排头兵的姿态，加快建设“一枢纽

五城市”，更加自觉扛起打造全省高质量
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光荣使命。深刻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谆谆告诫，永葆“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更加自觉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

全会强调，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务
和工作主线。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做好南通工作的实际行动，认真落实党
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重大要求，牢记“国之大者”，深刻领
会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自觉站在
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坚决
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
任。坚持辩证思维，既要充分估计形势的
复杂性和严峻性，更要准确把握发展的诸
多战略性有利条件，在化危为机中展现南
通更大作为。持续练好内功，始终锚定

“一枢纽五城市”主攻方向，及时调整应对
策略、工作重点，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
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创造未来的更多
可能性。强化系统观念，把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发展和安全更好统筹起来，
一体认识、一体落实、一体评估，在讲求综
合平衡中推动“三线作战”，确保“防得住”
与“放得开”高效协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安全良性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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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A2版）

争挑重担、勇扛重责，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南通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召开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王晖讲话

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
昨天举行的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会议要
求，动员全市上下坚定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求，争
挑重担、勇扛重责，加快建设“一枢纽五
城市”，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
长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在重要之年、船行中流的关键时间节
点召开的市委全会，既是一次学思践悟的

生动实践，也是一次勇开新局的思想动
员，意义重大。我们要按照全会部署，落
实重大要求，扛起使命担当，奋力完成全
年主要目标任务，为江苏“勇挑大梁”多
作贡献。

“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
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包括江
苏在内的经济大省的重大政治责任。刚刚
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经济大市
要挑重担、扛重责”。我市经济体量站稳

“万亿元俱乐部”，又是省委寄予厚望的“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争挑重担、
勇扛重责，在特殊年份展现南通特有作为，
当仁不让。

争挑重担、勇扛重责，充分展现南通作
为，要以新思想定向领航。伟大实践产生

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
理论结晶，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
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
讲话，对于全党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战
略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要持续推动学习
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引导全市上下进一步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更加信心满怀地紧跟总书记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更加自觉地用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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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在江海大地上展现出
更加强大的真理伟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要把迎接党的二十大、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工作主
线。特别是二十大召开之后，要把大会确
定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
举措转化为南通的实际行动，引领“强富美
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争挑重担、勇扛重责，充分展现南通作
为，要靠真本领开拓新局。看似寻常最奇
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年以来，我市认真
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有力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各
方面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危难险重、爬
坡过坎，既是发展道路上的磨砺，也是增长
见识本领的契机。 （下转A2版）

争挑重担勇扛重责 充分展现南通作为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举
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市
委委员48名、候补委员10名。市纪委委
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
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会议要求，总结今
年以来工作，部署下阶段任务，动员全市
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定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要
求，争挑重担、勇扛重责，加快建设“一枢纽
五城市”，奋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
增长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会前，进行了项目观摩，会议期间，对
全市上半年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点评，明

确了下阶段项目建设的重点举措。
全会充分肯定了市委常委会今年以来

的工作。一致认为，今年以来，市委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有力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面对
来势汹汹的新一轮疫情，坚持全员发动、全
力以赴，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面
对超乎预期的下行压力，坚持综合施策、承
压前行，稳住了经济回升的良好态势；面对

难得一遇的政策窗口，坚持精准对接、抢抓
时效，提高了城市发展的承载能力；面对量
大情急的民生诉求，坚持用心用情、快速回
应，书写了人民至上的民生答卷；面对“两
个统筹”的多重考验，坚持党建引领、凝心
聚力，激发了克难争先的昂扬斗志。在全
市上下的艰苦努力下，经济“稳”的态势不
断巩固，发展“进”的动能加速集聚，民生

“保”的力度持续加大，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下转A2版）

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

（2022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南通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坚定扛起使命 奋力谱写新篇

本报讯（记者刘璐）记者昨天从市工信
局获悉，在最新发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中，我市有34家企
业入围，超过前三批入选企业的总和。

自2018年工信部启动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培育工作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省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计划，强化精准施
策、产业支撑、平台建设和氛围营造，先后出台
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市区产业转型升级等一揽子政策文件，
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主业、转型升级，走

“专精特新”之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此次全市共有48家企业申报“小巨人”

企业，通过率达70％。入围公示名单的34家
企业中，海安6家、如皋7家、如东2家、启东3
家、崇川4家、通州2家、海门5家、开发区4
家、苏锡通1家。

在前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中，南通已有 27 家，数量位居全省上游。
2021 年，这 27 家企业累计实现应税销售
168.66亿元、入库税金8.38亿元；平均应税销
售、平均税收分别达到6.25亿元和3102万
元，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值。

34家“小巨人”
入围第四批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超过前三批总和

我国成功开发
地下8000米
超深油气田

位于塔里木盆地

■A8观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