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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阴有阵雨
最低温度30℃左右 最高温度36℃
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版的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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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文章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
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
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
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

念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
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
确理解、全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和各领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解
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
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下转A6版）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2022年8月10日，省
委第三巡视组向通州区反馈巡视情况。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
葛笑天代表省委巡视组，分别向市委常委、通州区委书记张建
华和区委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对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
要求。市委书记王晖就履行主体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提出要
求。张建华主持向通州区委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2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省委
第三巡视组对通州区进行了巡视。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六
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纪委二次全会
部署要求，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工作方针，按
照“四个落实”要求，抓住“摸底数、防风险、查问题、促发展”四
个着力点，深入发现并推动解决被巡视地区重大招商引资项
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选人用人、巡视及审计整改等方面存
在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听取巡视情况汇报，并向省委书
记专题会报告了有关情况。

葛笑天指出，通州区委能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扎实推进“产业腹地、
创新智谷、城市绿洲、幸福家园”建设，经济社会总体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巡视中，省委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
问题，主要是：一是引领高质量发展使命担当不够，践行新发
展理念还不深入。发展观政绩观存在偏差，新发展理念落地
不实，社会治理能力短板明显， （下转A2版）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2022年8月11日，省
委第三巡视组向海安市反馈巡视情况。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
葛笑天代表省委巡视组，分别向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海安市
委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对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市委书记王晖就履行主体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提出要求。于立
忠主持向海安市委领导班子反馈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2年4月13日至6月30日，省委
第三巡视组对海安市进行了巡视。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六
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纪委二次全会
部署要求，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工作方针，按
照“四个落实”要求，抓住“摸底数、防风险、查问题、促发展”四
个着力点，深入发现并推动解决被巡视地区重大招商引资项
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选人用人、巡视及审计整改等方面存
在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顺利完成了巡视任务。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听取巡视情况汇报，并向省委书
记专题会报告了有关情况。

葛笑天指出，海安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围绕“枢
纽海安、科创新城”发展定位，立足传统优势，奋力争先创优，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总体发展水平较好。巡视
中，省委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
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新发展理念
尚未真正落地落实。 （下转A2版）

省委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南通等经
济大市挑重担、扛重责，为全省“勇挑
大梁”多做贡献。作为万亿经济体、重
要增长极，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切实肩负“挑重担、扛重责”的政治
责任，扎扎实实办好南通的事，以一域
之发展为全省添光彩。

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
叠加，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市经济持续
恢复、安全稳定的基础还不够稳固。
实践证明，社会安全稳定有任何风吹
草动，必然对经济和民生产生巨大冲
击。因此，宏观形势越是错综复杂，
越需要我们坚定斗争意识，增强“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范化解各
种重大风险挑战，心细如发补短板、
除隐患、防风险，以自身发展的确定
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创造未
来更多可能性。

增强责任感，须有枝叶关情的自
觉。“心中有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
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
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
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
在。今年各级财政比较吃紧，越是困
难时刻，越要把钱用在助企纾困、为民
解忧的刀刃上。市场主体是发展和就
业的活水，要继续推动惠企政策精准

直达，让市场主体感受暖风、青山常
在。年初承诺的民生实事要说到做
到，民生底线要兜牢兜住，为群众诚心
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
懈做好事，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增强责任感，须有居安思危的警
觉。纵观人类文明史，“常怀远虑、居
安思危”是生存发展的成功经验。唯
有常怀忧患之思，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方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眼下
正值夏季高温时节，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多地频发，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
方面都面临很大挑战。为官一任，就

要保一方平安，要时刻怀有“战战兢
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自觉，干
成事而决不能出事。要坚持高位统
筹、高效协调，深入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坚决守牢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底线，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

增强责任感，须有见叶知秋的预
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进道
路上，总是伴随各式各样的漩涡、暗
流和险滩。这就需要我们见微知著、
超前研判，把风险解决在萌芽状态、
未发之时。

（下转A2版）

截至13日凌晨，第四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结束公示。
这意味着，如皋7家专精特新企业正
式跻身“国字号”，加上此前已经培育
成功的8家，以绝对的数量优势占据
南通榜首。

因燃料电池无油离心空压机在
行业内名声大噪的势加透博洁净动
力如皋有限公司，是入围者之一。从
项目落地到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
拳头产品，这只年轻的“黑马”只用了
短短两年时间。

如何让企业保持竞争力，对于这
一点，企业创始人张学锋看得十分透

彻：“掌握核心技术并持续不断创新，
才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凭借独门绝技，以“一招鲜”成为
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如皋，一大
批像势加透博这样的专精特新企业
正在加速崛起，成为产业版图中不可
或缺的新生力量，也在彰显着如皋制
造的专与精。

当下，国内外产业竞争格局已经
从原来的单项比拼，向集群竞争转
变。“十四五”期间，如皋着力打造新型
电力装备、高端成套设备及关键零部
件、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等6条百亿制造业产业链。

江苏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智
能GIS组合电器产业化项目投资10
亿元，属于如皋六大产业集群中的新
型电力装备产业，去年下半年正式投
产。公司党委书记陈照平介绍，相较
于传统变电站敞开式设备，智能组合
电器产品具有占地面积小、安全性
高、可靠性强、免维护等绝对优势，市
场占有量稳居全国第二，并远销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产能有望突
破20亿元。

目前，如皋已有新型电力装备产
业规模企业45家，涉及输变电装备、
电线电缆、新能源装备等细分领域。
如皋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
电网改造新机遇，如皋鼓励企业提升
发展特高压专用设备、智能电网设
备、电线电缆等重点领域，加快一二
次设备融合发展。

两个月前，有着“公路之王”之称

的斯堪尼亚集团选择将全球第三个
生产基地在如皋开工建设。“基地从
设计建设之初即确定全部使用绿色
电力和可再生燃料，是真正意义上的
零排放工厂。”斯堪尼亚中国集团总
裁何墨池表示，未来数年内，斯堪尼
亚如皋制造基地的国产化率将超过
80%，年产值逾300亿元，将带动江
苏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促进如皋、南通乃至江苏全省制造业
进一步向“绿色化”转型升级。

随着日达智造、斯堪尼亚等5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的招引落户，荣威
娱乐、森松重工等存量优质企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如皋先进制造业规模和
结构逐步优化改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如皋六大优势产业链完成规
模工业应税销售604.6亿元，同比增
长 30%，占全市规模工业比重的
86.86%。 （下转A2版）

沐风揽月，挑灯觅才。14日晚，
由市政府主办，市人社局、国资委及
各县（市、区）、重点园区共同承办的

“滨江夜 ·梦工厂”人才夜市圆满落
幕。十天十场招聘会，全市226家优
质企业携万余岗位参加，吸引了2.3
万人入场咨询洽谈，现场收到简历
2252份。

边玩边看，市民轻松找工作

边走边看、边玩边选，人才夜市
将招聘场景与夜生活场景相融合，是
给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招聘环境。“在
江边草地上，有啤酒和音乐相伴，这

样的招聘会形式很新颖。”华中科技
大学研二学生杨佳霖说，现在的就业
形势比较严峻，南通的人才政策很有
吸引力，政府还给年轻人提供这样的
机会，让大家在轻松活跃的环境中找
工作，很接地气。

连续十天的人才夜市，各县（市、
区）、园区也诚意十足，带来汽车、电
子、建筑、医药等十多个行业优质企
业的热门岗位万余个，年薪10万以
上的岗位占了六成，中天科技的产品
研发岗位年薪更是高达百万。与校
园招聘不同的是，63.7%的岗位是技
能人才需求，能更好满足普通市民的

求职需求。
活动开始前，市人才中心就通过

多个平台发布专场招聘会预告和岗
位需求信息。“缺少面试应聘经验，在
夜市上感觉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听说
有人才夜市，刚大专毕业的袁嘉佩特
地来看看，“9月份要去读本科了，想找
个兼职赚点钱，也累积点社会经验。”

花样推销，企业热情招新人

薪资待遇、工作环境、补贴福利
一一摆出，前来求职的青年人才络绎
不绝，热门企业的摊位前排起了长
龙。夜市轻松自由的氛围，让不少企

业HR也放松了很多。刚刚大学毕业
的小曹就说：“夜市上的人事经理好
像更亲切了。”

9日晚，11家市属国企组团带来
248个岗位，是我市近年来第一次的
线下国企专场招聘，吸引了2700多
人现场咨询，120人达成初步意向，每
家企业都有收获，“我们收到了50多
份简历，其中14个人达成了初步意
向，回去还要进一步筛选。”南通机场
集团行政办公室人力资源科科长王
玲说，人才夜市上咨询和登记的人很
多，招聘效果很好。

（下转A6版）

15日下午，如皋白蒲镇合兴村福欣家庭农场水稻生产基
地，绿油油的“南粳46”长势良好，一台无人机正在喷施磷酸
二氢钾。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彭长青、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
管理处处长陈昌军、市作栽站站长郁伟等专家来到田边，查看
水稻的生长情况。

眼下正是水稻拔节孕穗期。“水稻要早搁田，早期肥料不
要多，为后期抗倒伏达高产做准备。”“持续高温要以水调温，
采用日灌夜排的方法为水稻降温。还可以通过叶面喷施碧
护、磷酸二氢钾等，增加对高温的抗性。”听着农技专家的指
导，福欣家庭农场农场主杨镇华连连点头。“专家开的这些良
方很及时，特别有指导作用。”

“现在土壤温度高，不能这样漫灌。要等晚上温度降低
了，再放水慢慢渗进去。”“大豆泡水不能超过三四个小时，到
时候还要及时排出去。”另一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地里，
看到农户在放水灌溉，农技专家赶紧叫停，走上前耐心指导。
大豆和玉米是国家战略性物资，今年我市领到5.5万亩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占全省近十分之一。持续晴热高温对
大豆、玉米等旱作物影响大，目前夏大豆陆续进入开花结荚
期，夏玉米进入抽穗扬花期，农技专家有针对性地“把脉问诊”

“对症开药”，加强指导。
当前是全市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近

期，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少雨天气，时间之长、强度之高、范围之
广为历史罕见。 （下转A6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文章强调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造六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如皋制造挺起工业硬脊梁

增强挑重担、扛重责的责任感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系列评论②

□本报评论员

有啤酒和音乐相伴，南通人才夜市供需双方都点赞——

城市吸引力激发引才新活力

5个工作组携农技专家踏田诊断——

战高温 强服务 保丰收

省委第三巡视组
向通州区反馈巡视情况

省委第三巡视组
向海安市反馈巡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