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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详见 A2➡

城河换新装 市民来点赞

详见 A3➡
央视新闻聚焦顾庄盆景
直播特色农业别样春耕

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高质量建设长江以北最强县市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顾忠兵）不负好春光，
项目建设忙。2月27日，2021年如皋市城市
建设大会战暨龙游河三期项目开工仪式举
行。随着市委书记何益军宣布开工，我市一批
重点城市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建设。王鸣昊、司
祝建、张元健、丁兴华等市领导出席开工仪式。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瑞琴主持开工
仪式。

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实施96项城建、
交通项目，其中的28项城建重点项目涵盖市
政基础设施、民生公益、生态环境、城市交
通、搬迁改造等领域。这些项目是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生态、增进
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是事关我市高质量发
展和全市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建设
美丽宜居城市、创建全国生态园林城市的重
要支撑。本次集中开工的龙游河三期、汪明
路新建、72号D安置房建设、春晖苑改造、
宏济苑改造、如港路改造提升、长江镇敏学
路建设等七项工程，打响了今年我市城建大
会战的第一仗，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和城市功能，有效提升城市建设形象和品
位，提高城市美誉度和群众幸福指数。城发
集团承建的龙游河三期工程北起中央大道，
南至大明河，西邻海阳路，与龙游河一期首
尾相连，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水系工
程、生态工程、文旅配套工程等。根据实施
计划，项目景观绿化工程计划3月底全面进
场、预期5月份呈现出初步景观效果。

程瑞琴在开工仪式上要求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抢抓当前有利时机，迅速组织施工队
伍，高效推进、精心施工，确保项目顺利建
设、早日竣工；要严格工程质量管控，牢固
树立质量意识，加强项目现场管理、狠抓工
程建设质量，力争建设一批精品工程、样板
工程；要强化安全生产管控，全面落实行业
监管、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
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项目建设单位和项目施工单位在开工仪
式上进行了发言。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顾忠兵）2月
27日，我市召开项目建设月度观摩会，
通过组织现场观摩，让大家看出差距、
比出压力、赛出动力，进一步激发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以坐不住、慢不
起、等不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牢项目
建设。市领导何益军、王鸣昊、司祝建、
张元健、丁兴华等参加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鸣昊主持会
议。市委副书记丁兴华通报了项目建
设有关情况。

市委书记何益军在会上讲话时指
出，做好当前和全年项目建设工作，要
树立求真务实的导向，心无旁骛壮大实

体经济。各级干部要把正确的政绩观
和科学的发展观挺在前面，始终牢记大
抓项目建设、发展实体经济的初心，在
重点关注10亿元以上项目的同时，立
足发展实际，守牢项目准入门槛，坚定
不移地抓好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
优质项目，做到抓大不放小，推动项目
建设呈现“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并
重的良好态势；要围绕年度总体要求，
对照任务分解表，放开手脚大胆闯，突
破常规加速干，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
见效；市四套班子领导要服务协调好企
业上市工作，市商务局、发改委要依托
现代化载体媒介推动精准招商，四大主
功能区要进一步建链补链强链、促进特
色主导产业发展。

何益军强调，要把牢创新突破的关
键，千方百计赋能产业升级。要通过大
力招商、大抓项目，不断提升亩均投入、
亩均产出等重点指标，提高投资效率、
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科技贡献率，全
力做好转型升级大文章，同时要向存量
要增量、向增量要动力，一手抓外部招
引、一手抓内部挖潜，在提升产出效益
上创新突破；要形成全球化的视野，拓
展市场化的渠道，打造专业化的队伍，
强化差异化的激励，在引进优质增量上
创新突破；要坚持内外并举，加强过程
把控，推动全面提升，在增强竞争能力
上创新突破。

何益军指出，要从建强承载产业的
“大平台”、提升资源要素的“供给力”、
营造加快发展的“优环境”等方面着手，
打造优质高效的环境，精益求精强化发
展保障。他还对当前信访维稳工作提
出了要求。

与会人员还现场观摩了部分拟申报
一季度新开工和2020年优质技改项目。

传递压力赛出动力 上紧发条加速发展

全市项目建设月度观摩会召开

图为会议现场图为会议现场

图为市领导一行在九鼎砂轮网片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现场观摩图为市领导一行在九鼎砂轮网片绿色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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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乔青） 2月
27日下午，全市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暨全国“两会”信访维稳安保工作会
议召开。市领导王鸣昊、程瑞琴、钱
志刚、陈晓彬、冒平参加会议。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晓彬主
持会议。

会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
瑞琴总结了2020年度全市信访维稳
工作情况，对2021年度及全国“两
会”期间全市信访维稳工作进行了部
署。她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省、南通市关于做好全国“两会”社
会稳定工作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提
高认识、压实责任、强化管理，确保
特殊时期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
建党百年华诞营造良好环境。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鸣昊在讲话
时对2020年以来全市信访战线作出
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就抓好下一步
信访工作，他要求，全市上下要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各板块、各部门要头脑清醒，充分认
识做好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将思想及时统一到中央及
省、南通有关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将
主要精力和工作中心迅速转移到维护
社会稳定工作上来，坚决克服麻痹、
松懈和厌战情绪，坚持不懈、认真扎
实地开展好各项稳定保障工作。要聚
焦关键环节，精准推动工作落地落
实。各板块、各部门要针对全国“两
会”期间信访稳定工作特点，抓住重
点工作，细化工作方案，下真功、出
实招、打硬仗，确保圆满完成信访稳
定保障任务。要强化组织保障，推动
工作责任压紧压实。各板块、各部门
要强化战时组织保障和纪律要求，切
实拧紧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工作措施
落地见效，用信访稳定的优异成绩保
障全国大局、维护如皋形象。

会议对2020年度信访工作先进
单位、先进个人、无访村居进行了表
彰。

全市信访维稳工作会议暨全国
“两会”信访维稳安保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乔青） 昨
日，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召开
总结表彰暨作风效能建设大会。

会议回顾总结了如皋工业园区
（如城街道）2020年度各项工作，表
彰先进典型，分析面临形势，研究部
署今年工作，动员全区上下以先进典
型为榜样，进一步凝心聚力、振奋精
神，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全面投入到各
项工作中去，营造干事创业、奋勇争
先的浓厚氛围，吹响新年度高质量发

展的“冲锋号”。
2020年，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

力下，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团
结拼搏、锐意进取，紧盯目标，真抓
实干，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厚植民
心，成果共享，民生事业件件暖心；
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党的建设更加
有力，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
伐。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学习先进
典型高点定位、锐意进取的争先意

识；要学习先进典型攻坚克难、改革
创新的开拓精神；要学习先进典型以
人为本、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要学
习先进典型务实肯干、无私奉献的高
尚品质。就做好今后的工作，会议要
求，全区上下要坚持招引和建设主
线，在重大项目建设上精准发力；要
坚持存量和增量并行，在做大做强总
量上凝心聚力；要坚持功能和品质并
重，在统筹城乡发展上持续用力；要
坚持保障和民生优先，在改善民生福

祉上保持定力，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
作迈上崭新台阶，为高质量建设长江
以北最强县市、奋力谱写“强富美
高”新如皋现代化篇章作出新的贡
献，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

大会对红旗单位、先进单位、
优秀基层干部、年度杰出贡献奖获
得者进行了颁奖。园区条线部门、
村 （社区） 及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
发言。

如皋工业园区（如城街道）召开
总结表彰暨作风效能建设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袁昌明 冒欣
欣 融媒体记者陈嘉仪）记者近日从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优化政务服
务，全市60平方米及以下小餐饮服
务者实行备案制度，具备开办条件的
小餐饮只需提供备案表、承诺书等材
料，即可当场获得《小餐饮信息公示
卡》并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之前，小餐饮准入实行的是审
批制，申办者需经递交资料、书面
审查、现场核查等流程，由监管部
门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发放备案
卡；部分申办者还需补交资料、整
改硬件设施，整个过程至少需要20
个工作日或以上。备案制实施后，
具备开办条件的小餐饮只需提供登

记表、承诺书等材料，即可当场获
得《小餐饮信息公示卡》并开展相
关经营活动。

实行备案制是基于对小餐饮风险
的分析和研判。备案的对象不得经营
高风险的生食类和自酿酒，除此以
外，小餐饮多为粥面店、奶茶店、面
包店等，经营项目风险相对较低。

小餐饮经营主体是食品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实行备案制后，市场
监管局将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将监管网格化与“双随机、一
公开”有机结合，扩大抽检覆盖
面，依法取缔未经许可和备案的餐
饮经营活动，依法及时纠正和查处
小餐饮违法行为。

我市小餐饮开启备案制模式
从至少20天变为当场办

本报讯（通讯员章志辉 融媒体
记者陈嘉仪）春节前后，我市加强网
络内容建设，围绕“网络中国节”

“网络贺新春”主题，创新策划网络
文化活动，营造出正能量充沛、主旋
律高昂的网络氛围，以一种全新的过
年方式，让人民群众眼前一亮。

创新形式，注重实效。我市精心
策划“Dou出如皋年味”“百岁老人
贺新年·颂党恩”“留在如皋过大
年 如皋发布请您看红色电影”等系
列网络文化活动，利用新浪微博、微
信公众号、抖音、网站等各大网络平
台，用写实的照片、质朴的文字、原
创的歌曲、精致的海报、花样的视
频、互动的H5小程序、网络直播等
形式立体多元地传输科学防疫、欢度
佳节的理念，展现我市留住外乡人

“就地过年”的温度，“网”递在外游
子最本土的如皋“年味”。

创新内容，注重互动。我市巧妙
设置新春议题：“百岁老人组团贺新
春”“#Dou出如皋年味#”“‘春节

传统文化知识闯关’线上竞赛”等，
用网民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话题自
然打通“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
场”。截至2月19日，微博话题#我
的如皋年#阅读数达近882.9万，抖
音话题“#Dou出如皋年味#”阅读
数超1000万。市委网信办将网络中
国节、庆祝建党100周年和我市长寿
名片结合，策划制作专题视频《我市

“最帅天团”亮相！世界长寿之乡百
岁老人组团贺新春！》，被江苏省委网
信办推送。

创新载体，注重品牌。我市创意
整合科学防疫、国家安全、传统文化知
识、属地春节年味等相关内容，融入

“网络贺新春”话题，通过H5小程序
接力承诺、在线知识竞赛、答题抢红
包、随手拍抖音话题等有效互动载体，
将平安、健康、清朗、祥和的春节气氛
渗透到互联网各个角落，以最大公约
数凝聚共识，营造“留在如皋过大年”
的节日氛围，擦亮长寿如皋、“皋城网
安”响亮品牌，唱响主旋律。

我市“创新”网络文化建设
让时政宣传“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