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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 读 懂 如 皋

今日看点

详见 A3➡
综合施策 全面对标整治

详见 A2➡
搬经镇流动党员“离家不离党”

日前，2020年江苏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正式公
布，我市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的“节能环保石墨设备战略性新
兴产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名列其中。

从中国古代的“车同轨、书同
文”，到现代工业规模化生产，这些
都是标准化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
市将标准化作为夯实社会治理基础、
引领产业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全面
实施标准化战略，广泛开展“标准
化+”行动，推动县域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

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产业发展“高质量”

日前，全国机械安全标委会安全
防护装置分委会正式获批并落户我
市，这是继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滚动体分技术委员会在我市江
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后，我市再次成功落户一个分委会。
目前南通已获批的两个分委会均落户
我市。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
准化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
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市充分发挥企业
市场主体作用，让标准化全面融入实
体经济、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
业提质增效。

“目前，我们已经会同企业走访了
半导体材料、防腐蚀、玻纤等7个全国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推动3家企业申
报组建全国标准化技术组织，1家企业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项，14家企业主
导制定国家、行业标准24项。”市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张晔介绍道。

不仅如此，我市对于标准化的运
用正逐步从工业领域向农业、三产服
务业领域不断延伸拓展，以黑塌菜、黄
芽菜、白萝卜等特色农产品为重点，对
标深圳、上海准入要求，研究制定蔬菜

团体标准9项；依托国家级稻米、盆景
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制定优质稻米产
业标准195项，盆景产业标准215项；
研究制定花木交易标准132项、园林
养护标准150项、智慧居家养老标准
175项、餐饮服务标准246项。

抢抓改革风口
促进营商环境“优质化”

今年5月，我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标准化”以94分的高分通过省
级考核评估，位居优秀行列。同时，
该项目今年又正式跻身全国“第六批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
项目”目录。短短两年的时间，实现
了从省级到国家级的“跨越提升”，
为国家基层标准化改革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近年来，我市坚持将“标准
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让
标准化为县域治理提供更多有效工

具。作为全国唯一基层村（社区）党
建标准化试点，我市制定发布标准41
项，编制成册在全市347个村 （社
区）全面推广实施，如皋党建标准化
入选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我市获
批建设全国首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试点，市司法局成为省司法行政
标委会成员单位，市城管局成为行业
标准起草单位。此外，我市积极推动

“标准化+放管服”工作，对标世界银
行营商环境标准，深入推进“不见面
审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标准
化试点工作，制定审批标准 1154
项、监管标准259项。今年我市新增
标准化试点项目国家级2个、省级1
个，省、市地方标准4项，2个省级
试点通过验收；目前在建标准化试点
项目国家级7个、省级3个。我市连
续两年在全省县域“简政放权创业创
新环境评价”中位居第一。

□融媒体记者李军
通 讯 员张悦 孙乐 杨丽娟

标准化助力县域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乔青） 7月

31日，高新区（城南街道）第一届
选民代表聘任会议举行。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吴道健出席活动。

会议表决成立议政会主席团，
通过执行主席名单，通过选民代表
分组名单，代表小组组长、副组长
建议名单，颁发选民代表聘书。

据了解，在全市建立和推行街
道选民代表议政会制度，是推进基
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区域治理现代化
的具体实践，是落实江苏省委、南
通市委、如皋市委加强新时代人大
工作和建设精神的具体要求，也是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街
道选民代表由街道辖区内的各级人
大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参与
基层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工作，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促进街
道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协调发
展。

就进一步发挥选民代表作用，
做好议政会相关工作，吴道健指
出，要坚持政治“建会”，切实加强
党工委对选民代表议政会工作的领
导；要坚持依法“立会”，不断提升
新时代街道人大工作水平；要坚持
发展“兴会”，充分发挥选民代表主
体作用。他强调，当前，如皋发展
正处于“好风凭借力”的重要关
口，机遇叠加，大有可为。高新区
（城南街道）是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板块，实现“三个全方位”发展目
标，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高新区的发力，更离不开城
南街道人民的建设、参与。他希望
选民代表们能以高度的责任感、使
命感和荣誉感，自觉履行好选民代
表职责，切实提高议政质效。

聘任会议后，高新区（城南街
道）首届选民代表议政会第一次会
议举行。

高新区（城南街道）
第一届选民代表聘任会议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玉树）
为进一步繁荣网络文化，推动属地
网络正能量建设，我市结合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90周年，
开展了纪念红十四军建军90周年系
列活动。昨日，我市举行纪念红十
四军建军90周年网络主题活动总结
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峰出
席活动。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于2020
年4月3日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主题
突出，以红色经典唱响互联网爱国主
旋律。各网络平台及时跟进、全面报
道，涌现出了一批内容健康向上、形
式活泼多样、网络特色鲜明、社会反
响良好的好项目、好作品。

总结仪式上，与会人员首先向

红十四军先辈雕塑敬献花篮，并启
动了专题片《丹心永昭——红十四
军在如皋》的网络首播。

活动要求，要进一步传承弘扬
如皋宝贵的“精神财富”，找准标
杆，拓宽思路，学懂吃透用好苏州

“三大法宝”，以思想大提升引领行
动大担当，以行动大担当推动工作
大落实，一步一步把“强富美高”
新如皋建设的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
实；要追寻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历
史、接受红色洗礼、宣传红色文
化，从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寻找精
神力量，赓续血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接续奋斗。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我市红色旅
游线路。

我市举行纪念红十四军建军
90周年网络主题活动总结仪式

昨日，如城街道新民社区的退役军人相聚在社区文体广场庆“八
一”。稍息、立正、敬礼，尽管大家年龄不同，最大的81岁，最小的26
岁，但当集合号响起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杆，一同迈出整齐
的步伐，嘴中喊起响亮的口号。

□融媒体记者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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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周欣 通
讯员葛昌宏 钱蕊）为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榜样引领作
用，引领广大干群、社会各界积极投
身“微笑之城 大爱如皋”建设，7
月31日，我市举办了7月如皋好人发
布暨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人颁奖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峰出席活动。

活动开始前，10 位如皋好人、

15位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人坐着游船畅
游在荷花池，接受这满塘荷光对他们
的礼赞。随后好人们身披绶带、手捧
鲜花走上红地毯，并在签名处合影留
念。

高峰为好人典型颁奖。据了解，
这25位好人中有矢志公益的志愿服
务带头人、温情守护乡邻的贴心人、
见危者相助的“急救侠”、做好事

“上瘾”的救人勇士、点燃贫困学子
梦想的乡村女教师、二十年如一日诠
释孝义的好儿媳、从出生就年年捐款
的女孩……每一位都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如皋的大爱文化，展示着向善向美
的正能量，传递着社会文明的新风
尚。

十年前，城北街道邵庄村的志
愿者赵小亭将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贵州省贵定县马场河乡“支教”行
动中，为纪念、传承“小亭精神”，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传承小亭精神
环节，由城北街道各基层志愿服务
组织以短片 《心向太阳 璨然绽
放》宣誓他们的志愿誓言，向小亭
致敬。活动还设置了舞蹈、小品等
节目，用文艺演出的形式讴歌凡人
善举、弘扬文明新风。

传承榜样力量 争做时代好人

7月如皋好人发布暨经济技术开发区好人颁奖活动举行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徐成）昨
日，位于丁堰镇的江苏思博特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医用无纺布、医用防
护服及产业用无纺布设备生产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缪爱诚参加活
动。

据了解，江苏思博特生产项目总
投资5亿元，预计建成达产后应税销
售可达7.8 亿元，实现税收4000万
元，产业层级顺应了“后疫情”时
代的发展潮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缪爱诚在开工仪式上指出，随
着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通车、
张皋过江通道和北沿江高铁的规划
建设，作为如皋东大门的丁堰镇，
在战略重塑中迎来了黄金发展机遇
期，以江苏思博特生产项目为代表

的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选择了丁
堰、落户了丁堰。上半年，丁堰镇
成功落户亿元项目5个，5亿元项目
3 个，10 亿元、20 亿元项目各 1
个，去年11月份集中开工的5个项
目也已全部封顶，在项目建设浪潮
中拼出了丁堰产业、丁堰速度、丁
堰品牌。就下一步工作如何推进，
他强调，投产见效才是关键。丁堰
镇要进一步强化“项目为王”理
念，坚持项目工地就是阵地、现场
就是考场、进度就是尺度，及时了
解项目进展情况，积极主动做好服
务，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投资
方和施工单位要强化时点意识、安
全意识、质量意识，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争分夺秒、大干快上，确
保项目早竣工、早达产、早见效。

江苏思博特生产项目
开工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董宇 融媒体
记者周鹏 李军）日前，江苏省政
府网站公布 2020年江苏省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名单,我市梦百合
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倪张根成功入
选。

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自1999年开始评选以来，每两年评
选一次，且选拔条件非常严格，主
要选拔在全省境内企事业单位中，
长期辛勤工作，在一线工作岗位上
取得突出业绩、作出重要贡献，其

业绩、成果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
可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近年来，倪张根专注于研究各
类0压助眠产品，他主导研究成功
的非温感记忆绵产品技术获得多国
专利授权，并先后获省专利金奖、
国家专利优秀奖。同时他热心于慈
善事业，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他向国内武汉等地区捐助了
17270 张床垫和 688 套医用防护
服，向塞尔维亚捐助了50000只口
罩、1000套医用防护服、3500件
床垫及枕头。

倪张根入选2020年
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