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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阴局部有小
雨 最低温度 11℃左右 最高温度
20℃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一个个酷似“扫地机”的机器人
拖着物料箱有条不紊地在地面行驶，
被送到立体货架上的物料箱从“平
房”搬进了“楼房”……这是昨天出现
在江苏思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自动
化立体仓库的一组生产画面，在
AGV智能物流系统的助攻下，这里
可容纳上万种物料大约4500个托盘
的存储。

“这座车间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
平，在如皋遥遥领先，无论是生产条
件还是制造技术都属于国际舞台的
优等生。”仓库负责人介绍，这是自南
通开展“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以
来，企业在新赛道上以智能化“换道”
领跑的一次全新尝试。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如皋坚
持将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作为主
攻点，全力引导支持企业深耕行业细
分领域，以工匠精神把产品做专、质
量做精、品牌做强，培育打造了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落户两年，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

的拳头产品；第三年从孵化器成功毕
业，第四年成功进军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并追投3亿元开工新项
目。”势加透博洁净动力如皋有限公司
发展历程四级跳的故事，十分亮眼。

“突破六大核心关键技术，我们
的燃料电池空压机的转速从两年前
的每分钟10万转到现在的每分钟12
万转。”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能够
连续两年在车用燃料电池空压机细
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占据榜首，最大的
秘诀便是以技术研发为创新背书。

势加透博今年将继续加大在氢能
领域的研发投入，这与党的二十大提
出的构建新能源体系不谋而合。在新
赛道上抢抓新机遇、谋划新发展，科技
创新早已成为如皋工业版块上的一张
特色名片。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如皋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分别超45%、50%，累计培育

本土国家级人才4人，国家级和省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达15家
和24家、位居全省县市前列。

“小巨人”迸发大能量的背后，离
不开当地肥沃的创新土壤。

近几年，如皋积极融入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南通沿江科创带建
设，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力实施“创新如皋”三年行动
计划，精心定制“科技创新30条”“人
才新政22条”激励政策，持之以恒强
载体、育梯队、优生态，加快建设国家
创新型示范县市。尤其是今年上半年，
如皋高新区“一区多园”改革、龙游河
科创走廊和省级农高区建设扎实推
进，驻沪“飞地孵化器”实质化运营，建
成国家级孵化器1家，全社会研发投
入占比增幅等6项科创指标位居全市
前列，成功入选“科创江苏”试点县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
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也让如
皋迈向“创新强市”的步履更加坚定。
如皋市委主要领导表示，“我们将把科
技创新作为推动量质双升的关键一
招、跨江融合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弘
扬‘治沙精神’，着力破除思维定式、
路径依赖，加快理念更新和赛道优
化，让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加快成为
如皋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0月，如皋青年人才公寓国际社
区项目人才优惠政策发布。凡到该市
创新创业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以及
专业技术人才、高级技师等各类人
才，均可申请租住人才公寓、青年公
寓。其中，国家级人才可免费租住人
才公寓一套，其他层次人才可享受入
住3年内免租金或3年租住期内房租
30%的补助。随着新政实施，如皋大
地又将掀起新一轮创新创业热潮。

本报记者 陈嘉仪

初冬已至，家住崇川区幸福街道
74岁的顾金珍又牵挂起了陕西宁强
的贫困孩子们。她利用150多个日
夜新织成的50件“爱心牌”毛衣，近
期即将发货。这已是顾金珍连续第
七年为贫困地区或福利院的孩子们
织毛衣了，她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

“毛衣奶奶”。老人更获评“江苏好
人”“中国好人”。

崇川好人，岂止“毛衣奶奶”？
118万常住人口的崇川区，近年来涌
现出的各类好人模范超过了3万人。
对象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一个个
家庭。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
奖）3人，江苏省道德模范（含提名奖）
3人，中国好人 19人，江苏好人 44
人，数量全市领先。

“文明土壤”涌现“好人榜样”

崇川自古被称为福地，崇尚文明
向善的道德风尚，致力打造好人文化。

前有好做慈善的张謇先贤，实业
救国；后有南通大学退休教师、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典型“莫文隋”汤淳渊
老人，资助贫困学生。在崇川这块好
人沃土上不断得到滋养，做好人行好
事的信念在市民心中生根发芽。

“修车老人”胡汉生退休后，在鼓
风机厂门前路边支起了一个修车摊，
修一辆自行车只收1元钱，遇到困难
群众还会免费，直到2013年去世的
14年里，他共捐善款10.6万元。“磨刀
老人”吴锦泉，凭磨刀手艺为街坊邻居
服务，2008年以来，他几乎将所有磨

刀得来的收入及各类慰问金都捐了出
去，捐赠金额达26多万元，而他自己，
却住着三间瓦房，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一个修车、一个磨刀，两位老人双
双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吴锦泉还
以高票当选第七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
心慈善楷模”，他们成为崇川乃至全国
人人皆知、人人敬仰的“慈善双雄”。

与“慈善双雄”同一时期出现的，
还有“毛衣奶奶”顾金珍、“知心奶奶”
蔡松英等人。顾金珍退休后，用
1800多个日夜织就260多件毛衣，送
给福利院、贫困地区的孩子，让他们
温暖过冬。蔡松英20年来通过心理
疏导、物资帮扶、实践教育等方式，呵
护着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时间，“慈善双雄”“毛衣奶奶”

“知心奶奶”，成为崇川大地的好人榜
样，崇川好人的代名词。

“垒土工程”燎原“好人精神”

燎原“好人精神”，让更多人加入
好人队伍。崇川实施道德风尚高地

“垒土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崇川
好人”“崇川文明新风典型”评选，深
入挖掘基层道德典型事迹，精准培树
好人；并通过让典型现身说法或名嘴
宣传典型的方式，在全区营造学习典
型、争当典型的良好风尚。

替子还债的徐德林、退捕上岸保
护长江沿岸生态的费长中、投身扶残
助残公益事业的残疾人志愿者吴玉
霞……近几年，崇川各类好人典型，
不断涌现。 （下转A3版）

本报讯（记者郭亮 吕雪琦）根据市委统一安排，昨日上
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举行。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协主席黄巍东
作宣讲报告。他强调，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领悟二十大提出
的新思想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全力推动二十大精神
在江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报告会上，黄巍东紧扣二十大报告原文，紧密联系南通实
际，结合自身学习体会，从二十大意义重大，过去5年工作和
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展现强大真理光辉、实践伟力，中国式现代化方案蓝
图宏伟、路径清晰等方面，对二十大精神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深
入宣讲和生动阐释，详细解读了二十大关于自然资源和规划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他指出，二十大突出强调团结奋斗，号
召全党同志做到“三个务必”，充分彰显了百年大党坚定的战
略自信和高度的战略清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
励的政治智慧和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 （下转A2版）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由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碳循环”科考分队自主研发
的“贡嘎”大气碳反演系统日前通过“全球碳计划”认
证，为国际碳收支评估提供中国系统与中国数据。

记者从23日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气候变化
与碳循环”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上获悉，“贡嘎”凭借其
优越的反演精度，成功进入“全球碳计划”四大先进系
统行列。

“全球碳计划”是专门致力于全球碳循环研究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过去10多年来每年公布主要温室
气体的全球收支报告，其成果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第六次评估报告以及国
际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据介绍，大气碳反演是指根据可获取的二氧化碳
浓度观测数据，反推(或者估算)全球或区域的碳排放与
吸收量，是开展国际碳收支评估的关键环节。此前，由
于缺乏自主研发的碳收支评估模式，我国科学家在“全
球碳计划”中主要扮演基础数据贡献者的角色。“这一
成果标志着我国科学家在全球碳收支评估中的角色正
由数据贡献者向大气反演领域引领者转变，将有力提
升我国在全球碳收支报告以及气候政策制定中的话语
权。”中科院青藏高原所副所长朴世龙院士说。

中国“贡嘎”系统获“全球碳计划”认证
助力国际碳收支评估

如皋“小巨人”企业多达39家，成功入选“科创江苏”试点县市——

按下创新加速键 抢滩布阵新领域

今年全市处罚案件数1949件

以法为盾守护“南通蓝”

烟花爆竹零售拟实名登记
征求意见发布

本报讯（记者郭亮）23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十三届
七次主席（扩大）会议暨全市政协主席联席会议，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传达贯彻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在南通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和市委书记王晖有关要求，听取各地关于“全面发展
协商民主，进一步发挥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机制作用”的工作
情况交流，征求对市政协2023年重点协商议题及其他工作的
意见建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巍东主持会议。

黄巍东指出，精准领会“六个深刻把握”，推动二十大精神
在政协工作中落地落实。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二十大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江苏及南通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高质量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各项
工作，凝心聚力推动二十大各项部署和省市委要求落到实
处。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周密组织实施，通过专题
性委员学习宣讲、“委员读书”、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等多种形
式，持续在学懂弄通、走深走实上下功夫。压实工作责任，党
员领导干部做好示范引领，坚持求真务实，加强督促指导，切
实把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深做实，转化为做好政
协工作的强大动力、创新思路和过硬履职成果。（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李慧 通讯员范敏）昨日下午，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举行。市委宣讲团成员，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庄中秋作宣讲报告，并与住建系统党员群众代表进行
了座谈交流。

报告会上，庄中秋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报告的主
要内容，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主要成果，过去5年的工作和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风险挑战等7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深刻的宣讲。

庄中秋指出，住建系统摊子大、职能多、任务重，在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突出。他要求，住建系统要学深悟透做实，
在落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上走在前；要创新
实干有为，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南通实践上走在前；要党务业
务融合，在党的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下转A2版）

23日，张靖皋
长江大桥地连墙十
字型钢箱在中铁山
桥南通公司成功发
运，标志着张靖皋
长江大桥地连墙项
目正式进入施工架
设阶段。地连墙是
张靖皋长江大桥总
体施工的重要组成
部分，此次顺利发
运为大桥后续建设
奠定坚实基础。

彭军君文
陆严苏摄

张靖皋长江大桥地连墙张靖皋长江大桥地连墙
进入施工架设阶段进入施工架设阶段

118万常住人口的崇川区，涌现出的各类好人模范超过了3万人——

“道德高地”催生“好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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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党组会议、十三届七次主席（扩大）
会议暨全市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召开

学深悟透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黄巍东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谱写自然资源领域新篇章

庄中秋在南通市住建局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绘就城乡美丽宜居新画卷

如皋六团村建30个“邻里中心”供村民协商议事，出资40多万元购置监控设备——

“自治+智治”，奏响基层治理暖心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