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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铁 红 利

“高”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融媒体记者 潘瑾瑾
两会期间，
“高铁红利”
成为代表、
委员
们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
大家纷纷表示，
北
沿江高铁对启东未来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
而喻，
启东的区位优势即将进一步显现。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充分发挥区
位交通、平台载体等优势，
更大范围、更高
层次推进融合开放，
在全面融入国家战略

中扬长补短、
借势登高。
全力服务保障铁路
建设，
推动北沿江高铁全线开工，
洋吕铁路
先导段开通运营。市政协委员、
交通运输局
局长龚磊磊表示，
交通运输局将以谋全局
的姿态推进启东铁路事业的探索和研究，
抢抓机遇、
立足长远，
构建启东轨道交通网
络。
努力促进北沿江高铁启东段全线开工，
抓实启动高铁站进站道路、
站前广场、
安置
房等各项配套工程建设。
优化洋吕铁路先
导段服务保障工作，
力争年底开通运营。
推
进启东客整所建设，
深化沪崇启铁路、
宁启
二期复线和市域轨道交通规划研究，
接入
上海轨道交通
“一张网”
，
为建设沪苏一体
融合发展窗口城市打通经济大动脉。
市人大代表、
汇龙镇党委书记龚健表
示，
汇龙镇在七天六夜内完成北沿江高铁

客整所项目红线区域 167 户拆迁签约任
务，创造了全市城市拆迁的新速度。新的
一年里，将继续敢打敢拼，为城市发展腾
出更大的空间。保障土地出让，做好三费
发放工作，
全力抢时间、争净地。
全线推进
拆迁腾地，
整组启动城郊结合部的拆迁工
作，提升城市承载力，从根本上改变城郊
结合部的环境和秩序顽疾。
全心服务民生
需求，
加快全镇范围内拆迁安置房的建设
进度，
立足于能快则快、能抢则抢，
强化过
程管控，推动项目尽早交付使用。全力开
展国土三项，
集思广益、深挖潜力，
重点在
真拆实拆上想办法、做文章，同时进一步
加大考核力度，传递压力，汇集更多的人
力、物力、财力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工矿废弃地复垦工作中。

市人大代表、北新镇党委书记朱静表
示，作为北沿江高铁建设的主战场，北新
镇将紧紧围绕江岸沪北高铁智创新城、宜
居宜业绿色城镇目标定位，重实干、强执
行、抓落实。目前高铁拆迁指挥部组织机
构已确定，拆迁指挥部已经筹建完毕。积
极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及规划设计单位进
行现场踏勘、论证和调查摸底及土地征收
等准备工作。
为后期快速高效地展开和推
进高铁线路及配套工程的拆迁安置工作，
成立建设一座拆迁临时指挥部，总面积
470 平方米，总投资 40 万元。根据上级统
一部署，做好北沿江高铁线型、高铁站、
站前路、345 国道拓宽、世纪大道西延等
拆地块迁工作，全力配合做好高铁安置
区工程建设。

新 型 城 镇 化

抓紧补齐城市功能短板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高雅
“坚持高水平规划、集约化建设、精
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承载力和辐射
带 动 力 ，让 城 市 更 具 颜 值 、更 富 魅 力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关 于“ 新 型 城 镇
化”方面的阐述，让代表和委员们深有感
触。大家纷纷表示，要抓紧补齐城市功能
短板，着力提升中心城区的首位度和竞
争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之城。
“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补齐城镇基础
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这为我们
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市政协委员、住
建局局长朱海荣表示，市住建局将深入
实施小城镇建设升级行动，依据城镇区
位与资源条件、文化特色、发展阶段、发
展潜力，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建设。贯通环

城绿道，构建城市市民近距离接触的生
态环、运动环、休闲环，推进林荫系统建
设，完成紫薇东路（民胜路-惠阳路）、瀛
东巷（灵秀路-河南路）等道路绿化工程，
推进绿道成环成网，完成城市绿道贯通
二期工程，完成丁仓港滨河公园南区绿
道贯通提升工程，推进滨江森林公园和
滨河绿廊建设，打造城市近郊“生态绿
肺”和“天然氧吧”。畅通城区水系，实施
清水活水、景观提升等工程，全力打造
“活水走廊”
。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严格落实
新型城镇化规划，高质量编制区镇国土
空间规划，实用性村庄规划形成最终成
果，不断优化区镇生产、生态、生活空间
布局和功能定位。”市人大代表、吕四港
镇党委书记陈红飞表示，吕四港镇将一

以贯之强统筹，打基础、补短板、强功能、
提品质，多点突破、以点带面，加快打造
美丽宜居小城镇省级样板。统筹新老城
区协调发展，完成吕四港镇片区规划编
制方案，实施新城区、老城区规划设计，
启动新城区核心商务区建设，实施老城
区街区改造，推动新老城区发展齐头并
进；催生中心城区内生动力，重点推进产
业集聚区建设，开发高端商住楼宇，打造
沿海最美风情区，全面提升城市新动能；
提升城乡环境综合品质，推动城乡要素
双向流动，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重点
推进老集镇提升改造，加快完善镇区功
能配套，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真正
打造“生态优、村庄美、产业特、农民富、
集体强、乡风好”的特色田园样板村，全

面推动城乡互动发展。
市人大代表、惠萍镇党委书记顾明
霞表示，惠萍镇将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
主线，统筹抓好项目建设、经济运行、城
镇开发、乡村振兴等各方面工作，加快建
设主城区东部富有生机活力的卫星城
镇。坚持产业兴镇、工业强镇，大力度招
商引资，全方位服务推进，做大做强做
优惠萍工业园和惠和工业园两个园区，
进一步夯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基
础。大力培育、扶持、壮大本土企业，
引导鼓励本土企业高质量运营，推动本
土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全镇经济
运行质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
点抓好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村创建工
作，努力实现由少数典型示范向多数普
遍提升的转变。

加快推进企业
上市挂牌工作
【事由】
近年来，我市积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资本市场推
进取得新突破，2021 年新增上市企业 2 家，储备
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27 家。但从总体上看，我市
企业上市工作还存在上市集群尚未形成、经济
形势复杂多变、企业缺乏上市积极性、新三板梯
队出现断层等困难和问题。
【建议】
市政协委员朱卫强建议：探索设立市财政
支持、区镇配套奖励的上市奖励激励机制。借助
券商、投行等机构调研和推荐，通过统计、财税
等数据，在高企、规上、专精特新企业库挖掘符
合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建立上市入轨企业“白
名单”制度，开辟企业上市“绿色通道”。通过带
领股投创投机构走进企业、组织企业公开路演、
举办论坛等方式，推动上市挂牌入轨企业、重点
企业和后备企业开展股权融资。

完善农村干部
管理考核机制
【事由】
随着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社会稳定等工作
的不断深入推进，村一级承担的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对村干部队伍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从
目前我市实际情况来看，村干部队伍存在不少
问题，尤其是招录难，想留的人留不住、不想要
的人辞退难、
“ 娘子军”占据村级班子的绝大多
数等，这为推进落实各项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推动村干部的规范管理势在必行。
【建议】
2021 年，市委开始执行村定职干部员额管
理，将村定职干部统一纳入“五级十八档”工资
晋升体系，这一薪酬体系的建立为推动全市村
干部统一考核管理提供了条件。市人大代表单
剑峰建议：制定全市村干部考评办法，对招聘、
管理、考核和奖惩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为基层
加强村干部队伍管理考核提供依据，也有效防
止“一镇一策”带来的不平衡性。

①同名同姓同初心。今年的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
议参会人员名单上，两“陈宇”赫然在列。一个是启隆镇
党委副书记、政协工委主任（右），另一个是南通艾特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左），职业不同，年龄各异，同
名同姓的两个人在会上相遇。

加强学前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

②父子传承好家风。1996 年出生的施奇是今年 315
名市政协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父亲徐浩是市人大代
表。在施奇眼中，父亲是他学习的榜样，徐浩说，优良
家风的传承来自于父亲徐献高，徐献高家庭曾获评全
国“五好家庭”。传承发扬好家风，创新发展事业，为家
乡经济建设努力奋斗，是徐浩父子共同的人生目标。

【事由】
2022 年，我市将启动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市的创建。提高幼儿教师专业素养，建设一支
稳定的、高水平、高素质的幼儿教师队伍愈发显
得迫切。当前，我市幼儿教师缺口较大，幼儿教
师专业素养良莠不齐，幼儿园教师队伍的流动
性问题较为突出。
【建议】
市人大代表王蓓建议：扩大学前教育定向
培养招生计划，加大学前教育招生计划，为幼儿
教育提供优质师资，提升学前教育保教质量；严
把幼儿教师入口关。幼儿园招聘幼儿教师，将获
得幼儿教师资格证作为前置条件；继续加强培
训进修，努力提升在岗教师的保教实践能力和
专业素养；增加财政投入，缩短聘用教师与在编
教师之间的待遇，有效稳定幼儿教师队伍；采用
阶段性增编办法，增加公办幼儿园编制数量。建
议编制部门按师生比为幼儿园增加编制，满足
学前教育阶段的师资需求。

①

②

③

④

③夫妻常开“碰头会”。李凯贤和杨海燕夫妻同为
市政协委员，丈夫李凯贤是南通凯雷达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三届老委员；妻子杨海燕是市人社局党组
书记、局长，新委员。夫妻二人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碰个
面，聊聊参会心得，说说提交的提案。
④最“小”代表是农民。出生于1996年的朱泉宇是今
年两会上最年轻的市人大代表。
2019年，
朱泉宇大学毕业
后回到家乡，
一头扎进广袤的田野，
担任合作镇锦荣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
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
这
名新农民立志开拓创新，
大干一番。
摄影记者 潘杨 王海兵 姜新春

打造沪苏一体融合发展窗口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