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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寒露过后，天气渐冷，又到一
年黑塌菜移栽时节。黑塌菜虽是我
市特有的品种蔬菜，但因为种植区
域散乱、种植方式不规范等因素影
响了质量。不过随着《如皋黑塌菜
种子要求》《如皋黑塌菜生产技术规
程》等一系列优质果蔬团体标准的
出现，黑塌菜实现全程质量可追
溯，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制品附加值
不断提升。

标准是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重
要技术支撑，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
什么样的质量。不局限于特色农产
品，近年来，我市各项标准化改革
创新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
协同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县级
城市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如皋模
式”初步形成。

标准化推进机制基本完善

我市在全国县域率先成立多个

党政部门共同参与的标准化委员
会，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标准化工
作。明确了标准化工作总体目标，
阐明了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
标准化工作职责，以政策保障促进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
创新，充分发挥了政府主推、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行业部门主
抓、企业主体作用，形成统一管
理、分工负责、上下联动、全员参
与、协调推进的标准化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我市率先出台了
《如皋市标准创新奖管理办法》《如
皋市标准领跑者实施办法》，设立专
项工作经费，提高奖励资金，大力
营造鼓励标准创新、推动标准领跑
的良好氛围；将“实施标准化战
略”纳入《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激励意见》，对在技术机构建设、
主导或参与标准制定、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建设等方面成效突出的单
位予以奖励。

标准化经济效益充分显现

在建立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方面，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嵌入式
养老服务等多层次、覆盖广的各色
养老模式齐推进，真正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在建立完善特色餐
饮标准体系方面，以非遗和特色餐
饮为突破口，研究制定如皋蟹黄
包、如皋烧饼等满足市场和创新需
求、反映地方特色的团体标准8项，
相关标准提升产品质量，规范经营
行为，提高服务水平，树立“如皋
菜”品牌形象；在建立完善花木盆
景产业标准体系方面，378项标准将
苗木成活率从之前的 85%提升到
95%以上……

“标准化+”推动先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更是“百花齐放”。梦百合家
居、力威机械、明德玩具等一大批
企业主导或参与制修订的国际国内
标准，使得特色优势领域的产业竞
争力进一步提高。

标准化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市抢抓“全国首批党建标准化
试点单位”契机，围绕组织设置、队
伍建设、工作职责、党员教育管理、
党内组织生活、活动阵地、展示平
台、运行机制、基本保障等9个方
面，建立“9+X”基层村（社区）党
建标准体系；以国家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化规范化试点建设为契机，探索编
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制定
发布政务服务标准39项，建立公众
可实时查询办件流程全节点信息的如
皋市政务公开平台，梳理镇村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217项，逐项编制办件指
南，形成省市县镇村“互联网+政务
服务标准化”五级全覆盖；建立完善

“不见面”审批服务标准体系，平均
压缩办事时间60%以上，即办件率达
49.2%，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5%。

□通 讯 员杨丽娟 章婷婷
融媒体记者黄玉树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郝荣峰）昨
日，市政协就我市市级国资国企改革
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
会，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资政，
推动市级国资国企为我市奋力建设长
江以北最强县市作出更大贡献。市政
协主席张元健，副主席冒平、郑振
明、刘晓洁，秘书长许映亮参加会
议。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优化国有资
本结构布局，推动国有企业实体化、
市场化运作，积极打造“2+1+1”国
企运营体系，市级国资国企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张元健一行实地调研了张八里花
苑建设项目、瑞利山河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外城河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详细了解了富皋万泰、交通产
业集团、城发集团等国资国企组建以

来的运转情况及推进实施重点工程、
重点项目情况。

张元健指出，今年以来，相关国
资国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要
求，持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运营
管理机制，运行质态良好，发展思路
清晰。他要求，深刻理解国企改革的
意义，正确把握我市国企发展方向。
要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国企优势，积
极探索我市国企快速发展的新路子。
要强化使命意识，发扬担当精神，努
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要强化内部管理，夯实“两个责
任”，筑牢廉政“防火墙”，打造能干
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如皋国企干部
队伍。新改革成立的国资国企既要努
力成为全市社会稳定的“减压阀”

“稳压器”“压舱石”，同时也要尽可
能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新引擎”。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吴志巧）
19日，我市召开工地扬尘管控点位
长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史有根，副市长黄文
斌，市政府党组成员陈迪（挂职）参
加会议。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张八里花苑
SG2项目工地和颐和江山项目建设现
场，听取了工地扬尘管控情况的介
绍。会上，黄文斌宣布了如皋市工地
扬尘管控“十条规矩”，并对工地扬
尘管控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传达了
《扬尘管控点位长履职办法》。

史有根表示，在基层明确点位长
抓施工扬尘，是一次“触底”的尝
试。从街道、社区明确具体责任人管
控工地扬尘，主要出于三个考虑：建

筑工地点位众多、监管难度大；施工
现场扬尘现象屡禁不止；当前空气质
量急剧下滑。他要求，点位长要加强
日常巡查，根据“十条规矩”每天对
负责的施工点位进行巡查、打分并上
报扬尘办。对发现问题的点位，要督
促立即整改，对拒不整改、得分较低
的点位，上报扬尘办进行处理。他强
调，扬尘管控是一场 “人民战
争”，要明确点位长的具体职责，对
发现的问题严肃问责。攻坚办、扬尘
办要协调推进相关工作，统一部署，
设置“红黑榜”，每周组织抽查，定
期公布抽查结果。点位长要发挥好作
用，督促相关施工单位按照“十条规
矩”逐一落实，确保工地扬尘管控取
得实效。

本报讯（通讯员孙春燕 融媒体
记者顾忠）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召开
专题学习会议，通过领学、自学、集
中交流等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学习会上，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个人、如皋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员、专职委员姚呈明同志用通俗易
懂、诙谐幽默的语言领学，部分同志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深化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理解和领会。要结合当前医疗保障
工作实际，进一步从实践上增强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务实举
措，奋力开创新时代医疗保障工作新
局面。

市医保局召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题学习会议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嘉仪 通
讯员郭雅雅）为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
废弃物综合治理能力，我市于8月至
10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处置专项检查。

市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重点检查

了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组织、
制度、应急方案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时贮存、转
运、登记、处置以及工作人员的职业
卫生安全防护和培训情况；医院污水
消毒及污水处理设备运转维护情况。

从检查情况来看，全市大多数医疗机
构对医疗废物管理工作都十分重视，
能够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医疗废物分
类、收集、交接、转运等各环节工作
比较规范。但少数医疗机构还存在未
能做到医疗废物分类收集、转接登记

记录不及时等问题。对此，该所责令
相关医疗机构立即整改并进行了立案
查处。

医疗废物管理关乎民生、关乎公
共卫生安全，是医疗机构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医疗机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下一步，我市将
继续巩固检查成果，加强执法力度，
形成长效机制，督促各医疗机构医疗
废物处置做到闭环管理、定点定向、
全程追溯，切实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我市开展医疗废物处置专项检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周鹏） 昨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在
全市经济企稳回升、一系列稳就业
保民生促消费政策举措持续加码
下，我市二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较一
季度有所回升，呈逐步回暖态势。

上半年，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8625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645元，增长3.6%，增速同比回
落5.2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升1.4
个百分点 ，增幅位居南通各县
（市、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幅
均高于省 1 个百分点。按常住地

分，上半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4465 元，同比增长 2.8%，
分别高于省、南通 1、0.3 个百分
点，比一季度回升0.1个百分点，增
幅位居南通各县 （市、区） 第一。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72
元，同比增长3.9%，高于省1个百
分点，比一季度回升4.1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由负转正，增幅
位居南通各县（市、区）第三。此
外，上半年农村居民各项收入增速
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为2.11，比上年同期缩小0.02。

标准化，令我市高质量发展锦上添花
市政协主席会议专题协商
市级国资国企改革工作

我市召开
工地扬尘管控点位长会议

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增长
逐步回稳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司位于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是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该企业以
“工匠精神”严格要求自身，做到了设计精准、生产精益、管理精细、服务精心，最终实现产品精良。数十年磨一剑，让企
业成为了国内首家定点生产叉车门架滚动轴承企业，参与主导起草、修订了国家叉车轴承技术标准，还荣获了中国驰名商
标、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国轴承行业“优秀企业”等多项荣誉。 □融媒体记者邱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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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我市防控升级
筑牢疫情防线

如皋警方打造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便民服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