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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又一丰硕成果，近日，我市获评第
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这
块金字招牌如何炼成？自2015年全
市启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以来，南通市委、市政府久久为功，
擦亮生态底色，书写精彩答卷。

探索制度创新，绘就生态文
明建设“同心圆”

秋到五山，层林尽染，诗意无
限。在山脚下搭起天幕，约上三五好
友露营小聚，寻找久违的“松弛感”；
在江边凭栏远眺，听江水拍岸，观长
江日暮；站在栈道守候，经常能看到
江豚逐浪……这几年，南通市民的休
闲生活变得温柔而浪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
来，南通市委、市政府以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创建为统揽、以污染防
治攻坚为抓手，全市一盘棋，推动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特别是在制度上

不断创新，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担任双组长的市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研
究部署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
作。以《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为总地图，我市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制订市级部门污染防治攻坚年度
任务清单，逐年制订污染防治攻坚考
核办法和各县（市、区）任务书，创新
实行“月督察、季考核、年述职”等机
制，将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发挥至各层
级各节点，形成了全员齐上阵、合力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我市在省内率先出台《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
行）》等规范性文件，生态环境损害试
点形成南通特色，被生态环境部确定
为损害赔偿制度基层联系点，工作经
验全国推广，案件数量居全国前列。
通过创新推行环保总监制度，在全市
984家重点排污单位设立环保总监，
有效补齐企业内部管理层环保短板。

坚持生态优先，提升经济社
会发展“含绿量”

面对生灵草木、万水千山，不能

竭泽而渔、无限索取，而要大力保护、
和谐共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从百年前的南通先贤、清末状元
张謇主持制定中国第一部《森林法》，
到如今建成平原上的国家级森林城
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从“滨
江不见江”的工业码头到白鹭翩飞、
江豚逐浪的“城市客厅”；从生物多样
性保护，再到绿色发展……青绿底色
背后，是南通对绿水青山孜孜不倦的
渴望和追求。

按照“调高、调优、调绿”的要求，
南通在项目招引中守住底线，将不达
标项目拒之门外，以“含绿量”求“含
金量”。全省率先出台《南通市关于
加大污染减排力度推进重点行业绿
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纺织印染、
化工等重点行业转型升级，新建企业
准入门槛对标国内领先，现有企业转
型升级对标省内领先，严禁高耗能、
高污染项目落户。目前，全市以高新
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为重点的先进
制造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南通紧守能耗总量控制底线，着
力优化能源结构、建设绿色能源体
系。“十三五”期间全市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3.34%，提前一

年超额完成“十三五”省定17%的目
标任务。全市深入推进电力行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期间南通
市非电行业规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
总量减少315.7万吨，超额完成省下达
减少269万吨的目标任务。同时，积极
推进优质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
等新能源发电项目落地。全市35蒸
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面实施淘
汰或者清洁能源替代，实现了所有经
济板块、重点园区、生活区全覆盖。

我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三线一
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工作试点，制
定印发《南通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南通市环境管
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划定了
420个环境管控单元，作为推动环境
质量改善和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
措。同时率先启动全市近岸海域“三
线一单”分区管控方案编制，印发《南
通市近岸海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方案（试行）》，协同推
动南通市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
海洋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至此，
全市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建立。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昨天，新时代南通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观摩推进会在如东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前期
改革成果，交流工作经验，部署重点任务，团结动员全市广大
产业工人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南通新实践再建新功。市委书
记王晖对我市产改工作作出批示。

王晖在批示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级党委把准方向、统筹有方，工会组
织牵头负责、推动有力，相关部门协同协作、合作有序，试点单
位率先示范、扎实有效，团结带领广大产业工人积极投身“一
枢纽五城市”的火热实践，在建功新时代中充分发挥了主力军
作用。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新起点，我们要坚持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改革，作为实施人才强市、制造
强市战略的有力支撑，作为保障产业工人切身利益、促进产业
工人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不
断推动南通产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进展，为奋力打造全
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下转A2版）

新时代南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观摩推进会召开，王晖作出批示

本报讯（记者张烨）28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会
议暨第10次主任会议召开，听取市政府关于《江苏省农村集体
资产管理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等。市
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关于南通市2022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初审
意见；听取《关于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倡导文明行为，提
升文明素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议案》办理
情况的报告；讨论市人大常委会2023年立法计划（草案）；研
究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满意度
测评的工作方案；研究2022年度市人大代表履职先进个人、
优秀代表议案建议、建议先进承办单位、先进“人大代表之
家”、先进“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建议名单；听取2022年度市
人大常委会重点建议督办情况的报告；讨论市十六届人大二
次会议议程；研究2022年度评议市级政府部门结果。

庄中秋要求，市政府及相关责任部门要以落实审议意见
为抓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巩固和完善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要求，对照省农村
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的各项规定，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天，副省长陈星莺一行来我市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王晖，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明
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陈星莺在调研检查中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了我市
疫情防控有关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我市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
的成绩。她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三个坚定不移”的要求，不
增不减、不折不扣坚决落实好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
措施，不断提高疫情防控工作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落实落
细“落地检”“三天三检”和风险人员健康管理、核酸检测筛查、
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防控、能力提升、疫苗接种等各项措施，不
断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信息
化手段，确保数据闭环，加强疫情研判和流调复盘，真正把疫
情防控工作做细做实做精准，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
底线。同时，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保障
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需要，关心关爱基层一线防疫人员，着力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共同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座谈会结束后，陈星莺一行还实地调研了南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院区，看望慰问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人员，检查基层疫
情防控工作。

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思源参加调研。副市长陈冬梅参加座
谈会并汇报我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市领导王洪涛、凌屹参
加活动。

陈星莺来通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把工作做细做实做精准

本报讯（记者朱文君）28日，市委
书记王晖，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明会
见中国建筑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张兆祥一行。双方展开深入交流，表
示将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
层次，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通实践中
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中建集团是我国专业化发展最
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体化程度最
高、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之
一，位列2022《财富》世界500强第九
位，业务布局涵盖投资开发、工程建
设、勘察设计、绿色建造、节能环保等
板块。近年来，中建集团与南通合作

交往日益密切，2020年双方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拓展多种模式合作。

王晖、吴新明对张兆祥一行的到
来表示欢迎，对中建集团长期以来对
南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晖
说，南通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南通“好
通”、沧桑巨变、生活幸福的殷切勉励，
坚定扛起省委赋予的使命责任，加快
建设“一枢纽五城市”。这为包括中建
集团在内的广大企业在通发展提供更
多机遇、更大空间，双方可以在城市片
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总部经
济发展等方面，创新央地合作新模式，
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建筑业是南

通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也正面临转
型升级的新挑战。希望中建集团充分
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将更多好的经验
做法带到南通，携手推动南通建筑业
更高质量发展。

吴新明说，今年以来，南通已有张
皋过江通道、海太过江隧道、北沿江高
铁三条过江通道相继开工建设，通苏
嘉甬铁路也即将正式开工。随着过江
通道的不断加密，南通与上海、苏南的
同城化效应进一步显现。希望中建集
团与南通共享发展机遇，更深程度参
与南通城市更新和未来发展，更大力
度推动分支机构、区域总部等功能性
机构落户南通，更大范围与南通建筑

企业开展密切合作，带动南通建筑业
加快转型、更好发展。

张兆祥对南通市委、市政府一直
以来对中建集团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南通滨江临海、区位优势明显，
特别是近年来，南通经济社会发展势
头足、活力强，中建集团对企业在通
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中建集团将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充
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推动更多项目
落户，参与南通城市、交通建设和产业
发展，为南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市领导陆卫东、王洪涛、童剑、凌
屹参加会见。

王晖吴新明会见中建集团总经理张兆祥一行

深化央地合作 携手互利共赢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11月28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蒙
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

习近平欢迎呼日勒苏赫访华。习近平指出，中蒙互
为重要邻国，保持中蒙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蒙方相
互尊重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
道路，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

持。中方愿同蒙方扩大经贸、能源矿业、互联互通等重
点领域合作，拓展信息技术、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

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山水相连的永久邻邦，是
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蒙方愿同中方密切政治交往，
坚定相互支持。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新时代推
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举行会谈

前进，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十周年之际

本报讯（记者张坚 通讯员莫晓
冬）七载绿茵岁月，江海儿女梦圆。昨
天下午，南通支云足球队经过一场雨
中激战，完成了“冲超”之旅的奋力一
搏，以积70分的战绩锁定今年中甲联
赛前3名，提前两轮获得明年的中超
联赛参赛资格。

当天，中甲联赛第32轮的一场焦
点之战在南京江宁足球训练基地进行，
由南通支云迎战排名第5的陕西长安

竞技。比赛在大雨中进行，老对手陕西
队冲超无望，但依旧拼劲十足。第2分
钟和第28分钟，陕西长安竞技连进两
球，将南通支云逼至险境。支云将士
并没有失去信心，第36分钟，支云队
射手11号科雷亚头球破门，这是他个
人在本赛季打进的第20粒中甲进球。

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时，支云队7
号江子磊在禁区前沿一记劲射将比分
扳平。陕西长安队第72分钟再进一

球，将3∶2的比分保持至终场。南通支
云队尽管惜败于对手，由于排名第4的
河北功夫队以2∶4负于上海嘉定汇
龙，获得63分的河北队在剩余两轮比
赛中积分已经不可能进入前三名。南
通支云继昆山队之后成功冲超，重返
中国顶级联赛的江苏足球明年将出现

“江苏德比”。
当天，有不少支云球迷冒雨来到

现场，尽管受疫情影响无法进入场

内，他们在赛场边为江海足球健儿激
情呐喊。

南通市体育局、南通市体育总会
发来贺信，对南通支云俱乐部冲超成功
表示热烈祝贺。2015年，南通成为全
省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城市。2016
年1月，南通支云足球俱乐部应运而
生，我市拥有了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
部。2018年，南通支云顺利冲甲，今年
成功冲超，为“体育之乡”注入新动能。

为“体育之乡”注入新动能

南通支云成功晋级中超

今日天气：阴有小雨 最低温
度9℃左右 最高温度14℃左右

再上新台阶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会议暨第10次主任会议

我市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满目青绿 百鸟来栖

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开诊

A8

记者记者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专家学者在通研讨

推动张謇企业家精神
与现代法治文化有机融合

■A4民生·关工园地

■A2看南通·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