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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人武部组织军训教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为保障临床用血献出一份爱心。 濮端建 张志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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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蓓） 9月14日，市

委书记于立忠带队督查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工作。市委副书记张浩，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杨春红，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巧荣，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卢林，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张勇华，副市长曹铖，高新区、

开发区、海安街道、立发街道、市场监管

局、城管局、住建局、城建集团、供电公

司、文明办、纪委监委、公安局等区镇街

道、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于立忠一行来到名品街西巷仔细

察看，就此处存在的强电线裸露问题进

行现场分析研讨，提出解决思路和整改

要求。于立忠强调，强电线裸露不仅影

响城市面貌，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城

管局要联合相关责任单位根据存在问

题，对全市各小区类似问题进行逐一排

查、逐一整治，做到举一反三，彻底消除

隐患。

在润洋花园、永宁小区，于立忠一

行了解了小区周边环境卫生及违章搭

建整治等相关情况。他指出，小区居住

环境和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息息相关，相

关区镇和街道要压紧压实责任，积极争

取上级相关政策资金支持，着力提升小

区基础服务功能。要坚决取缔违章搭

建，杜绝乱堆乱放行为，不断提升市民

的获得感。

泰宁市场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存

在着日常保洁不到位、秩序混乱的问

题，文峰大世界商圈附近存在地砖破

损、保洁不到位、建筑垃圾乱堆放等问

题。于立忠率队实地察看后强调，市场

管理办公室要扛起职责，与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健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市场有序、安全。文峰大世界管理方要

严格规范垃圾收运清理，对破损设施进

行更换，并做好日常维护。

督查过程中，于立忠指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创建是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是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的“升级版”，是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更具示范性和引领性的城市

文明工作。要坚定信心，铆足干劲，紧

盯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整治

力度，不断打造和优化城市环境，切实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和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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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典范城市
感受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卢洋） 9月14日，南通

市委副书记、市沿江科创带领导小组组长

沈雷率队来海，调研沿江科创带建设工

作。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市委副书记、市

长谭真，市委副书记张浩，市领导张勇华、

夏卫军、卢忠平参加活动。

沈雷一行先后参观了欧凯科技、铁锚

明信、天楹集团、瑞恩集团、威尔曼科技、东

材科技、跃通数控等企业，与企业负责人现

场交流，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以及科技

投入、创新发展等情况。

欧凯科技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生产食品用干燥剂、脱氧剂、保鲜剂等。沈

雷一行了解了企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情

况，察看了特色标签产品。得知企业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开发胶状酒精保鲜剂、氧指

示一体型包装袋等新型换代产品后，沈雷

表示肯定。他鼓励企业以过硬的品质为立

足点，以优质的服务为出发点，在生产技术

方面不断寻求突破。

瑞恩集团是我市首批“5G+工业互联

网”创新示范企业之一，共建有 3个 5G基

站，目前已实现厂区5G信号全覆盖。沈雷

察看了企业车间，观看了“5G+AR远程协

助系统”演示。他指出，海安狠抓智能制

造、企业上云，工业信息化、智能化工作迈

上新台阶。要推进“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创新，助力应用场景不断落地，加速赋能产

业转型升级。

在智能制造展览中心，沈雷详细询问

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情况、园

区企业产学研合作情况，并观摩了机器人

操作演示，了解了前沿技术、行业特色、示

范应用等。他认为，海安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真正做到了从“海

安制造”向“海安智造”的转变。

座谈会上，沈雷认真听取了相关情况

汇报，对我市全面融入南通沿江科创带建设

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在推动沿江

科创带建设方面，海安认识到位、措施到位、

责任到位，呈现出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

浓厚氛围。他强调，政策要统筹协调，更多

拼服务、拼环境，在营造创新生态上下更大

力气；招商要精心安排，面向科创资源密集

的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招商推介，提升

对外宣传品牌影响力；工作要强化协同，定

期组织交流观摩，加强信息互通共享。

于立忠表示，今年以来，我市围绕“枢

纽海安、科创新城”发展定位，全面布局沿

江科创带建设，坚持创新核心地位，持续推

进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大力优化创新环境，加快建设科技强市。

我市将紧扣南通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

将海安打造成为南通沿江科创带的科创资

源集中承载区、创新经济发展的引领区和

体制改革创新示范区，为南通勇当全省“两

争一前列”排头兵贡献海安力量。

谭真汇报了我市沿江科创带建设情况。

他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深化体制改革激活

力，拓展创新领域开新局，深挖科创项目聚

潜能，培育科创企业强主体，加强载体建设

提能级，强化创新保障促推动，持续推动沿

江科创带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南通市委办、科技局，海安市委办、政

府办、科技局、人才办以及开发区、高新区

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南通市领导来海调研沿江科创带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蓓） 9月
14日，苏州市相城区区委常委、

相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元和街

道党工委书记王执晴率队来海

考察调研。海安市委副书记、市

长谭真，市委常委、副市长郝三

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储开泉，政府办、开发区、

商务局、腾海集团、东部家具相

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谭真表示，苏州相城区经济

基础好，产业发展迅速，是海安

学习的榜样，海安希望与苏州相

城区建立长期友好的战略协作

关系。未来希望以海安家具商

圈为基础，完善规划，提升品质，

共同建设会展中心、电子商务、

文旅项目等功能提升项目，打造

中国（海安）家具艺术小镇。根

据家具商务发展，规划整合，共

同进行区域综合开发，建设科

创、金融、居住、仓储、物流等配

套项目；共同举办海安家具博览

会，中国（海安）经销商大会和相

关技能、设计等赛事活动。希望

双方探索合作共建新模式，共同

打造蠡口（海安）家具现代产业

园，使之成为规范化生产基地、

区域化批发中心、专业化物流平

台、便捷化管理机制、特色化示

范新城。海安将给予合作区域最大的政策支

持，做好针对性的对接，组建专业团队，积极

推动合作进展。

王执晴表示，苏州的家具产业发展相对

成熟，对转型升级也有强烈需求。海安的家具

产业从制造、市场到物流的一整套布局非常完

整，海安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当前，苏州正积

极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纲

要》精神，未来希望与海安达成深度合作，围绕

打造合作示范园区的目标，推动家具（含其它

产业项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挥各方自身

优势，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管

理资源等方面优势互补，推动江苏南北共建、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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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爱东） 9月 14日，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党委书记陈斌带

队来海考察。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副

市长曹铖参加活动。

陈斌一行实地参观了城南实验小

学、城南实验中学、海安中学等学校，详

细了解了我市在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教

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每

至一处，考察团都深入学校内部参观

考察，与学校负责人认真交流，他们一

致认为海安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海安

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先进，师资力

量雄厚。

座谈会上，于立忠介绍了海安教育

发展优势。他说，海安历来有崇文重

教、尊师厚学的优良传统，是一片教育

发达、人文荟萃的热土，是全国著名的

教育之乡。海安无论在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上，还是师资力量培养上都下足了

功夫。不仅如此，海安还在原有的基础

上，对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机制进行进

一步探索和改革，不断放大海安教育品

牌，构建了一整套现代教育体系，全市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人民素质提高、

经济社会发展、创新能力增强作出了积

极贡献。于立忠认为，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重视教育发展，近期又召开了教育强

县三年攻坚工作座谈会，这与海安教育

强市的理念不谋而合。他希望双方能

在教育、产业等方面有更深入的交流和

合作，结出丰厚硕果，推动两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陈斌表示，此次考察收获满满，海安

产业发展思路清晰，步伐坚定，海安优质

的教育体系、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教师

队伍建设的方式方法，值得学习和借

鉴。下一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将认真

学习海安在产业、教育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和做法，助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不断

发展壮大。他希望海安在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教育发展上给予更多帮助和支持，

不断开拓两地合作新领域。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考察团来海考察

深入交流合作 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