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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阴有小雨
最低温度17℃左右 最高温度24℃
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已
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
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
代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
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
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照党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
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
选的办法产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党中央规定的条件，具有较
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
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显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
优秀分子；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各项构成比例
均符合党中央要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中，既有
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
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济、科技、国防、
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
领域的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二十
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十年前，这里是茫茫苇荡荒滩；如
今，用好“来自海洋的馈赠”，面朝大
海、走向世界。

站在国家战略的“风口”之上，南
通以通州湾为前沿阵地和动力引擎，
致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从
2012年市委、市政府启动通州湾开发
建设，到2020年整合规划四个港区
为一个“大通州湾”港区；从茫茫荒
滩到港产城融合新城；从临港而生的
产业布局，到打造向海而兴的产业链
条……通州湾浪奔浪涌的建设热潮，
诉说着新出海口建设的动人场景，也
见证着南通海洋经济的澎湃力量。

勇担使命

新出海口蓬勃生长

回望通州湾发展历程，每个闪耀
的时间节点，都清晰标注在南通绵延
206公里的海岸线上。

通州湾示范区的开发建设于2012
年正式启动。2015年3月，国家发改
委复函江苏省政府“同意设立江苏省

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2018
年11月，李克强总理视察南通时要求

“以国际一流水平规划建设好通州湾
港口，把通州湾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
的战略支点”。2019年12月，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
南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
口”。多重战略机遇交汇叠加，通州湾
处于腾飞的风口。

这一切源于通州湾的天赋异禀，
可建深水大港的通州湾正位于我国黄
金水道与黄金海岸“T”字形接合部
位。通江通海通南北的优越区位条
件、江海相连的天然资源，让通州湾具
备系统性建设万吨级以上直至30万
吨级码头泊位的良好条件，更有了作
为南通发展新引擎、沿海开发主战场
的定位。

傲立时代发展潮头，南通成为长
三角一体化重要节点城市，通州湾也
扛起更大责任。2020 年初，南通市
委、市政府提出以“大通州湾”思维统
筹推进全市域沿海开发、江海联动发

展。南通市整合洋口港、通州湾、海门
港和吕四港，组建“大通州湾”，新出海
口建设被寄予厚望。

从“通州湾”到“大通州湾”，一字
之差折射出的理念升级，是决策格局
的放大，对城市意味着什么？南通给
出这样的回答——是南通优江拓海、
江海联动发展的前沿阵地，更是服务
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重大
工程，也是助推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
南通由江河时代迈入江海时代的强大
引擎。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蓄势腾飞
的大通州湾——两年来，通州湾新出
海口积极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发展机遇，按照一
年建设、两年开港、三年成规模的目
标，秉承大项目推动大发展，高效率成
就高质量的发展理念，以“起步即冲
刺、开局即决战”的奋斗姿态，全力推
进规划报批、港口基础设施及重大产
业项目建设，港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
全面突破。

“突出向海发展，建设全国富有江
海特色的海洋中心城市。”在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王晖提出，南通
要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统筹推进优
江拓海、江海联动和港产城融合发展，
打造千万标箱东方大港和万亿级绿色

高端临港产业基地，建成高能级、强竞
争力、极富潜力的现代化湾区。

蓄势崛起

一流大港疾步建设

蔚蓝天空下，远航而来的巴拿马籍
杂货船“双子星梦想”轮缓缓靠妥吕四起
步港区“2+2”码头10号泊位，装船机、
岸桥、门机将各种货物稳稳卸下……

向海发展，港口是龙头。作为通
州湾新出海口建设的“第一枪”，2020
年6月29日，吕四起步港区“2+2”码
头正式开工，2021年底建成投运。它
的开港运营，标志着通州湾新出海口
实现从规划到建设再到运营的关键一
步，江海儿女百年期盼的东方大港梦
梦想成真。

大港崛起，渐露峥嵘。数据显示：
该码头自开港后，便打造项目“热启
动”，从2021年12月底第1艘外轮到
港至今第58艘停泊，跑出新出海口建
设“加速度”。 （下转A2版）

2296名!

党的二十大代表全部选出

向海而兴，新出海口启航
本报记者 朱蓓宁 吴霄云

入选十大产业带“源力计划”，享有专项政策扶持——

南通家纺借力淘宝直播“云”上突围

“倒计时5、4、3、2、1，改价下单，
只有100条”“这是秋冬新款，点击我
直播间左下方链接”……

17日晚8点，南通国际家纺产业
园区的各种线下交易活动告一段落，
但在移动互联网上，热闹才刚刚开始。

淘宝直播间里，“淘白白轻奢馆”
的主播小白，正与副播、陪播、中控、客
服等高效配合，粉丝数和点赞数不断
攀升。

今年9月，淘宝直播年度盛典开启

十大产业带“源力计划”，“承包了一半中
国人舒适睡眠”的南通家纺，位列其中。

直播电商自2016年兴起至今，行
业生态“野蛮生长”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式。借力淘宝产业带直播，南通家纺
能否实现C位出道，备受关注。

平台赋能，单场首日成交百万

“从0至1，从开通账号到拥有固
定粉丝群，我们仅用了半个多月时
间。”9月3日，在淘宝产业带“源力计
划”支持下，“淘白白轻奢馆”取得了单
场成交破百万的成绩。

“我做了十年家纺生意，两年前举家
从青岛迁来南通。”今年32岁的小白，从
最初的实体店主，到后来的网店卖家，再

到现在的带货主播，追随着南通家纺产
业的发展，不断更迭职业规划。

电商企业要实现商品交易总额的
持续增长，需要针对人、货、场三要素不
断进行精细化运营。淘宝直播相关人
士介绍，综观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家纺
类销售规模和活跃商家数，“淘系”占据
头部位置。“淘系”南通商家中，有过半
数以上是家纺类。不难看出，在产业带
直播规模化中，南通已具备“货”的优
势，要提升的是“人”与“场”竞争力。

南通是全国最大的家纺产业带和
家纺交易中心。“网上每卖掉10单家
纺产品，就有7单来自叠石桥。”叠石桥
一天要发出近250万单快递包裹，物
流优势对于直播来说，就是买家体验

的保证。
区域服务商和MCN机构（网红孵

化机构）是产业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具备专业的货品能力和直播
运营能力，可以快速系统地培育本土
直播市场，促进产业带直播电商业态
的成熟。

“南通基地有2000多平方米，14
个直播间，目前已经有60多家园区中
部位置的家纺企业加盟。”张帅是淘宝
直播基地落地南通的区域服务商之
一。他表示，随着与各地产业带的深入
合作，淘宝直播正在着力打造更加完
善的区域服务商体系，整合平台资源
赋能产业直播能力，提升平台产业生
态的丰富性与活跃性。（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刘璐）近期，江苏
省财政厅、工信厅联合下达了2022
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支持第
三批重点“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
展）资金预算。记者从市工信局获
悉，我市威尔曼科技、东材新材料、
新帝克单丝、三圣石墨等10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得本批
次奖补资金，总数全省第一。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专精特
新”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
途径，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
基础工艺和关键基础材料，引导中
小企业深耕主业、提升品质，引导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
路。结合企业实际，全市建立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库，从创新型中小企
业认定培育入手，聚焦政策资源，
加强引导扶持，对符合申报条件的
企业，实施重点培育。截至目前，
我市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1家。

如皋答卷

10家企业
获国家级奖补资金

从“苏中小城”到拥有三座高铁站点的枢纽之城，从“高沙贫土”到
创新涌动的财富洼地，从“黑臭水体”到“只此青绿”……如皋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治沙精神，谱写出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崭新篇章。 记者 许丛军摄 A5-A8

本报讯（记者赵勇进 通讯员刘文
奇 顾爱东）9月19日，海安市召开现代
服务业发展暨长三角重要陆港城市、国
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推进会，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向智能化和高端化拓展、生活
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品质化提升。

近年来，海安全力打造新型工业化
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服务业发展
总体态势良好。2021年，服务业应税销
售1342亿元、税收43.6亿元，实现了“十
四五”良好开局。1至7月，规上服务业
重点行业营收增幅20.7%，列南通第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9.6亿元；新增规
上服务业企业49家。

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制造业产业链
各环节，海安企业依托各自特色优势，走
协同发展路径。联发股份与高校院所、
上下游企业开展紧密合作，以联发高端
纺织技术研究院为创新载体，以建设“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家门口的公证行”为发
展定位，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CNAS认证和江苏省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CMA认定。为南通、上海、山东
等地企业开展技术服务，1至8月份累计
签订并备案技术合同27份，被认定为科
技型中小企业。

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海安一批
重点企业向智能制造、工业设计、大数据
应用等方向深度融合。建成多式联运、期
货交割、保税物流、现货贸易四大功能平
台；建成苏中地区最大期货交割库群，年
物资流通交易量超100万吨；建成省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3个，商贸物流园
获评全国优秀物流园区，成为南通唯一
的省级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海安电子商务、物联网建设、信息化
平台等新兴服务业不断壮大，科技服务、
软件技术服务企业超500家，建有江苏
长江以北首家省级软件科技园，获评省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省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
东华软件入选省“专精特新”软件企业培
育库， （下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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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璐）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是由龙头企
业主导、链上企业协同、环链要素保障、外部环境支持，所形成
的支持产业链供应链互促共进、迭代升级的有机系统。22
日，全国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设试点城市建议名单公示
结束，12个城市入选，南通位列其中。

船舶海工是南通的城市名片、产业地标，目前，由省产研
院、南通市政府牵头，以龙头骨干企业为牵引，以招商邮轮研
究院、豪华邮轮装备产业园等为具体承载的协同创新联合体
正加快组建，研发集聚效应明显；一批船舶海工央企集团、民
营、外资龙头企业集聚南通，形成稳定配套联合体，产业链配
套能力逐步提升。产业基础较好、产业特色突出、集群化特征
明显等优势，让南通成功入选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设试
点城市。

船舶海工产业特色突出
南通入选全国首批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建设试点城市

本报讯（通讯员宋杰 邓哲玮 记者严春花）24日，张靖皋
长江大桥ZJG-A2标段首根三轴搅拌桩顺利开钻，标志A2
标段施工取得阶段性胜利，为后续施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张靖皋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桥梁工程，ZJG-
A2标段所有工程均于江苏省靖江民主沙岛上完成，由于地理
条件特殊，人员、设备均依赖水上运输，且极易受到恶劣天气
影响，再加上国内尚无2000米以上跨径桥梁标准可遵循，施
工难度较大。项目建成之后，将实现“六个世界首创”和“六个
世界之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首根三轴搅拌桩顺利开钻
张靖皋长江大桥A2标段施工取得阶段性胜利

构建沿江科创、培育专精特新、推进智能制造

海门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 A2
24日拍摄的南航道桥施工现场。由中交二航局施工的张

靖皋长江大桥南航道桥水陆施工全面展开。 记者 许丛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