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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明在如东、通州、启东调研时要求全力抓好落实

确保今年收好官明年开好局
晚报讯 5日、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立明先后赴如东县、通州区、启东市调研，深
入了解今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明年工作打
算。 她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全力以赴抓好
落实，以务实行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确保今年收好官、明年开好局，为建设“强富
美高”新南通多作贡献。
调研过程中， 韩立明充分肯定各地今年
以来项目建设、“三大转型”、民生改善、环境
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希望交好全年答卷。
她说， 要按照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省、市全委会部署，努力在新时代、新年度
有新作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引领，抓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地见效，以系统化思
维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让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日上午，韩立明来到如东调研。 在鑫锐
健身器材，她希望企业强化质量意识、环保意
识，在发展乡镇特色产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在
走访农户时， 她要求当地政府呵护好群众的
勤劳致富之心，落实好低保、医保、健康扶贫
等政策， 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韩立明指
出，如东是全市沿海开发主阵地，要以陆海统
筹发展综合改革为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创新活力和浓度，推进高质量、高效益的
经济发展。 如东的乡村形态具有鲜明沿海特
征，要实施强优势、强特色的乡村振兴，加强
传统文化保护和村庄环境整治。 如东的生态
环境一直备受关注，要加大生态补短板力度，
提高绿色发展和治理保护水平。
5日下午，韩立明前往通州调研。 在石港

科技产业园，她要求认真梳理产业门类，严格
环境保护、 投入产出等标准。 在石港渔湾湿
地， 她希望按照“水岸互动” 理念布局周边
作物种植， 因地制宜发展渔家乐、 民宿等特
色旅游经济。 在十总镇十总居、 二爻居， 她
要求放大美丽乡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效应。
在丽智电子， 她希望企业不断扩大在通投资
规模。 她指出， 通州作为中心城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 要突出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 在统
筹规划布局、 统筹公共服务上下功夫， 在生
态修复、 城镇修补上求突破， 努力在中高速
发展中迈向中高端水平。 要把修补城乡环境
作为民生实事来办， 巩固“河长制”， 积极
“
厕所革命”，加快“散乱污”“三行业” 整
推进
治， 倒逼转型升级。
6日上午，韩立明来到启东调研。 在海四
达新能源，她详细了解锂电池产品工艺、产业
趋势等情况， 希望企业积极研究产业补链和
产品技术路线稳定性等问题。 在国启固废项
目现场， 她要求按照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的标准来建设，提高废弃物无害化处置、资源
化利用水平。在林洋光伏，她鼓励企业把握产
业调整机遇，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韩立明指
出，启东处在南通对接服务上海的最前沿，要
聚力接轨上海、争先沿海、跨江追海，提高对
全市、全省发展的贡献度。 要优化政治生态、
自然生态、社会心态，保持好团结和谐、干事
创业的优良传统，守护好长江口生态本底，实
现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对
全面小康的满意度。
市政府秘书长陈俊参加调研。
通讯员施富泮 记者朱文君

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
市政协港澳委员、特邀成员及相关人士在深圳共话发展
晚报讯 昨天， 市政协在深圳邀请港澳
委员、特邀成员及相关人士，畅叙友情，共话
发展。会议根据市委统一部署，宣讲了中共十
九大精神，传达《南通市政协常委会关于学习
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的决议》， 对开创新时代政协工作新局面，征
求了广大港澳委员、 特邀成员及相关人士意
见。 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
织，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海外统战
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经常性任务。 港
澳委员是人民政协事业中的宝贵资源， 他们
是政协组织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也是港澳特
区爱国、爱港、爱澳力量的中坚骨干。 市政协
高度重视港澳委员在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作用， 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和主体作
用，不断增强港澳委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黄巍东说，港澳委员、特邀成员和各位乡
贤饱含家国情怀、政协情结，主动为家乡引进
外资、项目建设、对外贸易、社会事业穿针引
线、牵线搭桥，踊跃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不
少乡贤在南通还有具体的项目投资， 为家乡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港澳委员、特邀成员
不仅努力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 还热爱政
协组织、热心政协工作，积极参加政协会议和
重要活动， 为南通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
献计出力。对于大家为家乡的付出，家乡人民
十分感激，也永远铭记在心。
黄巍东强调，发挥港澳委员、特邀成员和
各位乡贤在新时代政协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需要打造平台、完善机制。加强与海外乡贤的
联系，为各位乡贤搭建交流平台、创造沟通条
件，是政协组织的分内事、责任田，不是无足
轻重，也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 在今
后的政协工作中， 我们将把加强与各位乡贤
的沟通交流、增加相互感情、加深彼此友谊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造载体、搭建平台，建
立机制、完善制度，努力做到与大家联系无障
碍、沟通无距离、交流无限制。
市十一届政协主席、 市慈善总会会长王
德忠，市政协副主席顾诺之，秘书长朱进等参
加活动。 在港澳地区的市政协委员、 特邀成
员， 香港南通同乡会和澳门南通商会等40余
位人士参加座谈会。记者卢兆欣 通讯员黄欢

我市成立生物医药产业联盟
建立上下游技术、产学研信息等资源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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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飞虹展示中国跨度

晚报讯 作为我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有
序发展、提升整合产业链的重要举措，昨天下
午，南通市生物医药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将推
进生物医药技术进步和加强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合作，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和
科研机构提供沟通交流、 对话协作的全新媒
介，形成资源共享、多方共赢。 副市长徐新民
参加联盟成立大会并讲话。
南通生物医药产业被市委、 市政府列入
“3+3+N”产业体系中的“
N”产业予以重点扶
持与推进，发展势头良好，整体规模占全省比
重9%。 目前，我市已初步形成五大重点产业
园区，聚集了德国默克、斯福瑞制药、联亚药
业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英国得福乐、美国
美乐家等高端项目相继落户； 形成从上游中
间体到原料药产业再到下游制剂产业的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有国家保密品种、中药保护

品种、独家品种10余个。
联盟成立后，将陆续推出成果路演、技术
交流、专家咨询等活动，建立上下游技术、产
学研信息、知识产权等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区
域性生产联盟； 协调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发
展方向， 组织攻克生物医药产业的关键性瓶
颈技术、共性技术，组织生物医药产业的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联合培养人才，加强人员的交
流互动，为产业持续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全面
提升我市生物医药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联盟首批吸引了精华制药、上药东英、联
亚药业等68个成员单位加入， 其中以药品生
产企业居多，达到33家，其余还有药品流通企
业、临床试验机构、高校、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等。 此外，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聘请10位生物
医药领域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为南通生物
记者冯启榕
医药产业发展把脉。

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航道桥吊杆开始张拉
晚报讯 5日，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沪通
长江大桥天生港专用航道桥114根吊杆全部
安装就位，张拉准备工作也随之就绪，开始对
吊杆实施张拉。
据施工人员介绍， 该桥拱肋于今年10月
22日合龙后，便转入吊杆安装施工阶段。吊杆
垂直连接于钢梁与拱肋结构之间， 钢梁桥面
承受载荷后， 通过吊杆把荷载受力先传递到
拱肋上，再由弧形结构的拱肋将力量传递至3

号、4号两个主墩。
目前， 施工单位已先将每根吊杆与拱肋
锚固，吊杆尚处于不受力的松弛状态。吊杆张
拉， 就是在钢梁端将吊杆拉伸到规定的受力
状态后，再将吊杆与钢梁锚固。
预计整个张拉工序到本月底可全部结
束，届时便可解除扣索，拆除专用航道桥两侧
临时辅助受力的扣塔结构。
记者朱蓓宁 通讯员李骄阳

南通开发区牵手
“
张骞故里”

打造苏陕合作样板工程
晚报讯 昨天，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代
表团在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对口交流活
动。 双方通过召开恳谈会、现场考察等方式，
加深了相互了解，签订对口协作框架协议，议
定在“
张骞故里”与
“张謇故里”之间架设进一
步合作交流的桥梁。
城固县位于陕南汉中盆地中部， 是汉中
市第二人口大县和副中心城市，享有“
张骞故
里、神奇橘乡”的美誉。 按照中央部署和苏陕
两省对口协作总体要求，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城固县选派优秀干部， 赴当地参与扶贫
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两地创造共

享发展机遇、 实现共同发展架设了实质性合
作的桥梁。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羌强和
城固县委副书记、县长胡新利代表双方，签订
了对口协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坚持发展
理念共融、特色产业互补、资源优势共享，聚
焦组织领导、人才支援、资金支持、产业合作、
劳务协作、 携手奔小康等6个方面33项重点任
务，加快实施35个扶贫项目，确保按序时全面
完成中央、 省、 市对口扶贫工作各项目标任
务， 努力让双方的对口协作成为苏陕合作的
样板工程。
记者沈樑

绿与城市协调相映 人与自然和谐相生

南通大步迈向省级生态园林城市
晚报讯 生态园林城市具有宜人的生态
环境和美好的城市景观， 满足了广大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市正在开展的省级创建
工作进展如何？5日至6日，省级专家组来通实
地考核、 对标辅导， 提出好上加好的意见建
议， 从而帮助南通早日迈入生态园林城市的
矩阵。
近年来，我市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引领城市转型发展，以
“
经济中心、创新之
都、交通枢纽、花园城市”为目标，不断优化完
善城市绿地系统， 有序推进城市修补和生态
修复，扎实开展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基本
形成了“城园相融、山水相间，绿与城市协调
相映，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城市生态格局。
自2005年获得“
江苏省园林城市”、2008年获
得“国家园林城市”命名后，市委、市政府坚持
把创建生态园林城市视为改善人居环境、优
化城市生态、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的导向性工作来抓， 持续加大城市园
林绿化投入。
从2013年起，我市围绕生态建设、绿色发
展主题，不断优化完善城市交通、绿地、湿地
三大系统，推动城市由外延型向内涵型、功能
型向生态型、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将城市建

设重心逐步向城市园林绿化转移， 并严格对
照国家、省有关生态园林创建指标体系，坚持
走生态型、 节约型和功能完善型城市园林绿
化发展道路，重点在均衡城市绿地分布、海绵
城市建设、城市生态修复、城市林荫化建设等
方面找差距、 补短板、 求创新， 相继推出了
“503020”
“两河两岸生态圈”
“
两圈八湖九脉”
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生态示范项目， 并建成
了一大批极富生态功能的城市公园绿地项
目。 截至2016年底， 市区建成区绿地率达
40.43%，绿化覆盖率达43.28%，人均公园绿
地达18.47平方米。
在通两天时间里， 专家组不仅仔细翻阅
了相关台账， 更加注重实景考察以及社会各
界的创建参与度。他们一致认为，我市高品质
建设的道路景观廊道， 见缝插绿而建的公园
绿地、小游园，水秀可近、岸绿可亲的滨水空
间，无不彰显城市特点以及创建成效。建议我
市延续在园林中建城市的思路， 进一步提升
绿化管养的精细化程度， 适当增加乡土落叶
树种，更加注重对历史名园的保护，把城市的
文脉、绿脉、水脉有机结合。据悉，专家组近期
将拿出考核意见， 对南通创成省级生态园林
城市持乐观态度。
记者朱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