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周玲）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28日，九华镇举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
团报告会，邀请南通市委宣讲团成
员、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成云雷为党员干部宣讲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

会上，成云雷以《在新的赶考
路上创造新的辉煌》为题，重点围
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
简称 《决议》），从全会概况与
《决议》简介、百年奋斗的重大成
就、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与历史经
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等四个方面
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决
议》进行了解读。

“这场宣讲政治站位高、理论阐
释深，既有历史维度、又有现实维度，
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理论深度，具有很
强的说服力、吸引力、感召力。”与会人
员纷纷表示，会后他们将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在各自
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努力奋斗进取。

九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姜洪
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更好地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
心、增强斗志；要切实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在奋力开启九华镇全面振兴的新篇
章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A1
中共如皋市委主办 如皋市融媒体中心（传媒集团）承办 新闻热线：0513-87658897 电子版：rgdt.cpcrugao.cn 图文投稿邮箱：rgrbyw@163.com □本版责编：许周欣

今日 8 版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廿七

一 报 读 懂 如 皋

详见 A2➡
文化墙扮靓美丽乡村

文明乡风吹进群众心坎

今日看点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玉树）昨日，市委举行座谈
会，就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报告（征求意
见稿），征求老领导意见。市委书记何益军、市委副书
记丁兴华出席会议。

据了解，我市拟于12月31日召开市委十三届三次
全体（扩大）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总结今年工作，安排明年任务。

座谈会上，老领导们充分肯定了2021年我市统筹
推进经济社会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在认真研读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老领
导们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结构严谨、思路清晰、
内容详实，对我市高质量建设南通跨江融合发展样板区
提出了具体措施，对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下
一阶段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随后，老领导们还就
进一步完善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从强化项目招引、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
关建议。

何益军首先感谢各位老领导们一直以来对市委、市
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随后，他介绍了今年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及主要目标完成情况。他说，今年在广大
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和老领导们的关心支持
下，我市积极应对挑战，全市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的
步伐。在抓班子、带队伍方面，坚持以上率下，既提出
明确目标，又拿出详细举措，全面加强各项工作的过程
管控；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常态化开展村（社区）书
记大讲坛，强化战斗堡垒作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服
务群众水平，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何益军表示，老领导们始终关注着如皋的建设和发
展，对全市情况把握准，是市委、市政府的宝贵财富。
市委将充分采纳吸收老领导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全委
会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使报告更具前瞻性、科学性和
指导性。同时，他希望老领导们进一步关心支持市委工
作，充分发挥老领导群众威信高、人脉资源广的优势，
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凝聚民心，积极出点子、谋思路、
想办法，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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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维） 昨
日，我市举行“我为如皋发展献 e
策”网友见面会，充分听取广大网民
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构
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南通市委网信办
副主任成继唐和我市领导何益军、高
峰、顾留忠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对2021年全市自媒体
十佳网络正能量传播案例作品进行了
表彰。

市委书记何益军在会上表示，如
皋的发展离不开自媒体的助推。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自
媒体建设，始终将自媒体平台和队伍

作为引导主流舆论、传播城市形象、
广泛凝聚共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当前，我
市面临着化解矛盾和加快发展的“双
重任务”、能耗约束与要素趋紧的

“双重倒逼”，随着中央和省、南通市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市将迎来后

发赶超、加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我
市比任何时候都想发展、都需要发
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各方面的
支持。他希望大家心有大局，心系如
皋发展，紧跟大势、发挥优势、形成
声势，自觉做讲政治的自媒体，将镜
头聚焦在和谐共鸣、营造良好氛围
上，将镜头聚焦在同频共振、唱响如
皋声音上，多围绕发生在如皋本地的
正能量事件，围绕如皋丰厚的历史文
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等，把更多接地气
的内容报道好，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故事讲述好，创作出有影响力、能打
动人感染人的好作品，用一个个“微故
事”，展示好如皋加快发展的大气象。

何益军同时希望大家，把握好速
度和深度的关系、犀利与克制的关系、
戾气与正气的关系，不为取悦受众而

“失向”、不因盲目介入而“失准”、不因
刻意迎合而“失态”，不为吸引眼球而

“失真”，责无旁贷地压紧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深耕“责任田”，确保自己的

“主场”风清气正，继续做如皋发展的
铁杆粉丝，共同书写美丽如皋、魅力如
皋的新篇章！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峰，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留忠及部分重
点民生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与来自全市
各界的20余名网友代表围绕“我为如
皋发展献e策”主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成继唐对我市网信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并希望我市要用心用情，走深
走实网上群众路线；要守正创新，共
建共享网络文明；要积极互动，构建
向上向善舆论环境。

我市举行“我为如皋发展献e策”网友见面会
市委书记何益军希望广大网民朋友：继续做如皋发展的“铁杆粉丝”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尤振
宇） 28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
委党校教育科科长、高级讲师张
筱悦来到我市搬经镇焦港社区，
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张筱悦以《百年大党的新赶
考指南》 为题，从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概况、百年赶考的成
功密码（十条经验）、新赶考要
考出好成绩 （两个确立） 三个
方面，结合党的百年辉煌历
史、当前社会热点以及国内外
经济政治形势，运用丰富的史
料、生动的事例、详实的数
据，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的深刻内涵，生
动概括了党在“四个历史时期”
的四大成就和十条成功经验，号
召全体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党史
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
之路上不懈奋斗。

“今天听了宣讲，真的让我
们受益匪浅。”村干部和村民纷
纷表示，课后，他们将继续认真
自学，加深理解，通过学习，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上来，不断从党的伟
大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讲活动进社区

九华镇举行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报告会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员沈寿友） 27日,南通市老区开发
促进会、乡村振兴促进会副理事长、
执行理事长王乃儒率队来如考察乡村
振兴帮扶项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朱莹滢，副市长张百
璘参加活动。

在我市城北街道袁桥社区，王乃
儒一行详细了解了社区光伏电站帮扶

项目运行情况。今年9月，袁桥社区
利用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屋顶建设光伏
电站，运行三个多月来共计发电
13552度，合计收益5992元，预计
全年可收益2万余元，将为帮扶低收
入户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在平园池村佳鑫家庭农场，王乃儒
详细了解了农场的帮扶工作，今年农场
不仅帮扶了20个低收入户还对所用

48亩土地提高了租金，从每年每亩800
元增加到1500元，增加了村民收入。

在如城街道江苏花名堂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王乃儒对公司基本经
营情况和帮扶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
近年来，花名堂致力于发展微型盆景
市场，将我市的盆景微型化，有力促
进了我市花木盆景产业的转型升级。
今年年初,花名堂积极主动与贺洋村

对接，对20户低保户和建档立卡低
收入户进行帮扶，并对低收入户中有
劳力的人员，提供免费的盘扎、种植
等技术指导，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考察中，南通市老区开发促进
会、乡村振兴促进会领导对我市产业
项目帮扶工作给予肯定，并希望我市
能再接再厉，推动帮扶工作再出实
效。

南通市老促会来如考察乡村振兴项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吴环宇）昨
日，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举行。市领导顾留忠、黄文斌、张亚
鸾、顾凡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集中收看了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工作督查组在12月21日至22
日期间现场督查的视频。随后，部分
部门、镇（区、街道）负责人就近期
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进行

了汇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留忠指

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进一
步增大，因此，做好元旦、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非常紧迫、十分重要。
他表示，全市上下要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以高
度警惕、全面设防、严阵以待的临战

姿态，全面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和
行动准备；要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落细落实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常态化防控机制和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

“四早”要求，加大对重点人群、重
点场所、重点环节的管控力度，全
力以赴做好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要稳妥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切实做好目标人群的组织发动
工作，确保及早建立高水平免疫屏
障；要切实加强防控组织领导，保
持指挥调度体系的顺畅运转，制定
应急预案，广泛发动群众，筑牢疫
情防控的“铜墙铁壁”，确保全市人
民度过一个安全、平稳、祥和的

“两节”假期。

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举行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蔡易） 昨
日，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暨
各镇（区、街道）分管政法工作负责
同志和政法委员述职评议会举行，对
全市政法工作进行集中研究，不断提
升政法工作整体水平。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程瑞琴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司法救助、涉法涉诉信访“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各相关部门
汇报了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来年
思路举措；各镇（区、街道）政法委
员围绕贯彻落实年初政法工作会议精
神及年中布置的重点工作，对照考核
办法，汇报交流了2021年度政法重
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程瑞琴在讲话中说，2021年全
市政法系统聚力打造“高标政法、高
效政法、高质政法”品牌，以市委
《2021年全市政法工作意见》 为统

领，以“实施四大工程、推动四大升
级”为牵引，细化落实82项政法重
点任务，统筹推进“政法十件为民实
事”，全市政法工作整体水平跃上新
台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她指出，
全市政法系统要以平安建设为起点，
以《政法工作意见》为指向棒，把每
项工作做好；要树立同一个目标，以
创成“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市）”
为导向，持续推动“平安”向“长
安”提档升级，不断提升“长安雉
水、法治如皋”的现代化建设水平；
各部门、各镇（区、街道）要坚持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树立“跳出
政法干政法”思维导向，围绕单项工
作“保三拼二争一”的目标，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为我市勇当长三角北
翼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奋力谱写如
皋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法
保障。

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
暨各镇（区、街道）分管政法工作

负责同志和政法委员述职评议会举行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季金纬 蔡
迎春）昨日，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商
会成立大会暨2022年企业家迎新恳
谈会举行，南通市工商联主席陆建
新，我市市委常委、如皋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卢志敏参加活动。

活动通过了《如皋经济技术开发
区商会章程》（草案）和《如皋经济
技术开发区商会选举办法》（草案），
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新
当选的商会会长陈银忠代表新一届商
会领导班子发言，他说，在今后的工
作中商会将加强与各级部门的联系，
加强会员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
好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

卢志敏表示，一直以来，广大民营
经济人士开拓创新、艰苦创业、拼搏实

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公益事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良好
形象。他希望商会，要不断强化思想
政治引领，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商会发
展的各个环节，促进党建与会建深度
融合，形成横向联动、上下互动的生动
局面；要始终把服务作为立会之本，引
导企业家抓住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
兴战略的创新创业机遇，搭建政企沟
通“连心桥”，当好民营企业“领路人”，
积极创新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工作方
式和会员服务，奋力开创民营经济发
展新局面。他同时希望，广大民营企
业要通过商会紧紧凝聚在一起，弘扬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争做创新创业先
锋，为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化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会成立大会
暨2022年企业家迎新恳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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