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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 琼 顾介铸 卢佳乐）
7月1日至3日，泰州举行“走进大上
海 融入长三角”系列活动。2日下
午，泰州城市推介会暨重大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市委书记史立
军、市长朱立凡分别作泰州城市及产
业推介。

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泰

州位于江苏地理中心、长三角中轴，随
着“轨道上的长三角”逐步变为现实，泰
州将成为上海辐射江苏全境和长三角
腹地的“中继站”“放大器”。在长三角
一体化进程中，泰州和上海的联系合作
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广阔。史立军向
中外客商发出诚挚邀约：踏遍青山人未
老，风景这边“泰”好。 ▶下转2版

“幸福水天堂，泰州等你来！”

泰州赴沪推介重大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徐 超 陈 明）
“南通新机场选址已经确定！”7月3
日，在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开幕
式上，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宣布，南
通新机场选址尘埃落定，这一规划年
客运量4000万人次的机场将在“十
四五”期间建成，与浦东机场、虹桥机
场共同构成上海多机场体系主枢纽。

这几天，南通喜事不断：6月29

日，通州湾江苏新出海口开工建设，
明年底开港后将实现“铁路连港区、
内河到码头、港口通大洋”，目标到
2025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500万
标箱、2035年超过1500万标箱；7
月1日，举世瞩目的沪苏通长江公
铁大桥、沪苏通铁路同步开通运营，
南通西站到达上海虹桥站最快只要
66分钟。 ▶下转4版

“轨道上的城市”向“机翼上的城市”起飞

南通新机场选址确定

灌南县人民法院深入开展“法务+邮政”战略合作，推进24小
时自助诉讼服务站点建设，实现智能诉讼服务乡镇全覆盖，从源头
上控减社会矛盾纠纷。

法务+邮政，灌南织就智能诉讼网

4农历庚子年五月十四
星期六 2020 年 7 月高 度 贴 近 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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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7月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
平向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
森致口信。

习近平表示，不久前，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主席先生专
门给我来函，表达你本人和柬埔寨人
民党对深化中柬两党两国关系的愿
望和看法，我对此表示赞赏。

中柬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伙
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柬双方
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齐心协力抗击

疫情并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牢不
可破。主席先生在中方疫情严重时
刻专门来访，给中国党、政府、人民和
我本人留下深刻印象。中方高度重
视发展中柬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
共同努力，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政
治引领，深化党际和其他各领域交流
合作，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我高兴地看到，在西哈莫尼国王
和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坚强

领导下，柬埔寨各领域建设取得可喜
成就。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走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相信在主席先
生的领导下，柬埔寨一定会在国家建
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并为促进地
区稳定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洪森在此前致习近平的信函中
表示，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
正确的发展路线，特别是在总书记
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治、经济、社
会等各领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就。 ▶下转2版

习近平同洪森互致信函

本报讯（记者 陈月飞）7月2日，长三角
地区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在上海召
开。会议学习了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
导座谈会精神，交流了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及“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
调研的做法和打算，商讨确定2020年度长三角
地区人大协作重点工作计划，并签署会议纪
要。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与出席会议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李小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梁黎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沈素琍一行进行了座谈。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蒋卓庆主持会议并
参加座谈，副主任莫负春参加会议。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苏浙皖三省
给予上海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实
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既是三省一市
共同的重大历史机遇，也是共同的重大历史责
任。要强化分工合作、整体联动、各扬所长，相
互支持、相互赋能、贡献长板，把各自优势变成
共同优势，做优做强长三角区域循环，为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长三角省级人大
协作交流机制由来已久，近年来更加紧密。希
望更好发挥积极作用，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

座谈会上，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
别作了交流。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站位、
凝聚共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从
人大职能定位出发，深化交流合作和工作协同，为
全面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和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达成的共识、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提供有力保
障。李小敏代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介绍了有关情
况。他建议，三省一市人大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
协同，把准立法方向、抓准立法重点、选准立法项
目，在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规范引领作
用；进一步加强联动监督，精当选择项目、精细做好
工作、精深求得实效，共同推进国家战略落地落实、
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进一步加强代表工作互动，组
织开展双边、多边调研视察，共同提出议案建议，把
代表智慧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能。

会议强调，三省一市人大要持续推动区域
人大工作协作，强化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建设、疫情联防联控法制保障，开展大
型科学仪器共享立法协同，继续组织以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题的代表联合视察活动，围绕

“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地区率先建立现代化经济
体系、重大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协同治理新模式
等开展联合调研，为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相关专门委
员会和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及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公室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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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近日，省
委书记娄勤俭在南通调研沿海发
展。他强调，江苏沿海发展潜力巨
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新发展理
念的要求系统谋划沿海地区发展，把
握发展规律、科学制定规划、统筹协
调推进，把江苏沿海打造成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美丽江苏建设的
重要示范。

立足新时代，面向未来的江苏沿
海应该怎样发展？从港口到腹地，从
城镇到乡村，从生态环境到交通基础
设施，从文化旅游到产业项目，娄勤
俭沿海岸线从启东到海门、通州、如
东、海安，实地考察沿海资源状况和
发展建设情况。

南通滨江临海，通州湾是我省全

力支持建设的新出海口。通州湾新出
海口吕四起步港片区“2+2”码头今年6
月刚刚开工建设，大型机械正在忙碌
作业。通州湾腰沙主体港区规划深水
岸线37.3公里，可形成3个港池和5
万—20万吨级相互配套的大中小泊位
121个。娄勤俭看望慰问工程建设者，
听取港口功能规划、重点产业布局、近
期重点建设工程等情况汇报后指出，
打造通州湾新出海口是我省贯彻落实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大举
措，要坚持高站位、高标准、高水平，按
照国际一流标准建好码头，科学规划
整合现有码头资源、保护岸线资源，对
重大项目要充分论证，切实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把通州
湾打造成江海联动发展的新引擎。

洋口港片区阳光岛是全国LNG
布点重要港址，泊位和接卸规模全国
最大，对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发展意
义重大。娄勤俭登上阳光岛察看码
头建设和项目布局情况，叮嘱当地及
有关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安全生
产，加快完善道路管网体系，更好发
挥对沿海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中
天绿色精品钢项目响应长江大保护
要求，率先从沿江布局调整到沿海并
实现了产业升级转移，目前已进入开
工前的准备阶段。企业负责人表示，
一定把项目打造成低碳绿色工厂、智
能制造工厂、高效集约工厂。娄勤俭
勉励企业把项目打造成沿海地区绿
色发展、转型升级的样本示范，要求
对这样的民营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正在建设的龙湾温泉小镇，将打

造富有江海文化特色的风情小镇。
娄勤俭在了解小镇规划情况后说，要
充分挖掘海洋资源，把握休闲度假旅
游、高端商务、会议经济等消费需求，
打造一批具有海滨风情的地标小镇
和文旅项目，成为江苏沿海发展的亮
丽风景。洋口村是沿海一个美丽宜
居的新型农村社区，娄勤俭来到村便
民服务大厅，与村党组织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乡村治理
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党
和政府的决策变成大家共建美丽乡村
美好家园的行动。林克斯小镇乡村旅
游发展富有特色，娄勤俭指出，沿海村
镇具有独特的资源禀赋，要建设得更
加美丽、更加宜居，让老百姓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下转2版

娄勤俭在南通调研时强调

以新发展理念系统谋划沿海发展

6月23日，南通海安市市域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弧形大屏上，工作人
员正在与基层巾帼网格员张敏现场
连线：“张敏你好，请问你现在在哪个
方位？”“你好，我现在在李堡小学门
口，准备去富庄村4组走访。”“好的，
继续你的走访，请操作员调取其实时
位置。”……

发挥“联”字功能，探索融入“大
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创新治理模
式，把县级妇联的组织优势、组织资
源、组织力量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最末
端，海安市的这一做法是全省妇联改
革的生动缩影。

五年来，全省各级妇联以机制创
新为突破口，紧紧围绕强“三性”去

“四化”目标，着力健全齐抓共管的妇
联改革工作机制、沉底到边的妇联组
织体系、便捷高效的平台阵地体系、
忠诚担当的妇联干部女性人才体系，
改革成效已初步显现，正切实转化为
战疫情促发展的独特优势，妇联组织
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做好“融”的文章，
唱响“巾帼心向党”主旋律

自2018年 8月上线以来，江苏
“Women+在你身边”云服务平台已
有全省五级妇联和近4000个女性社
会组织入驻， ▶下转3版

以机制创新强化引领服务联系职能

让妇联组织始终“在你身边”

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7月 3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南京会见了新
加坡丰益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孔
丰一行。

娄勤俭对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
来江苏扩大投资合作表示欢迎，对集
团疫情期间为江苏积极捐款捐物表
示感谢。在介绍江苏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娄勤俭
说，江苏是工业大省也是农业大省，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影响，但经济运行
企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一批重大项

目纷纷落户，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取得新成果，夏粮也再获丰收。娄勤
俭表示，江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加快建设

“强富美高”新江苏，“一带一路”建
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重大机遇在我省交汇叠加，希
望丰益集团抓住机遇继续深耕江苏，
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扩大合作空间，
并带动更多侨资侨智来江苏投资兴
业。我们一定提供更优服务、创造更
好环境，推动实现共赢发展。

郭孔丰感谢江苏省对丰益国际
集团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在
苏发展战略规划情况。他表示，作
为江苏荣誉公民，对江苏在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
感到由衷高兴。丰益国际集团将进
一步扩大在苏投资发展力度，把更
多的优质项目落实江苏，并积极带
动更多的海外投资，在深化合作中
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省领导杨岳、郭元强等参加会见。

娄勤俭会见新加坡丰益
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孔丰

③

昨日，南京市党员志愿者服务基层行暨市人社局送培训、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四送”活动，在高淳桠溪街道文教
中心举办，25家企业参加，推出760个就业岗位助力当地群众就业。 高晓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最近赴海安调研，在谈到海安
为什么能在南通市考核中夺得“八
连冠”实现洼地崛起时，海安市委主
要领导说，除了历任领导一任接着
一任干的坚守，就是全市上下“争第
一，创唯一，第二就是落后”的拼劲
与闯劲，“个个争先，耻为第二已经
成为风气”。

无独有偶。在日前接受本报专
访时，常州市委主要领导表示，要弘
扬勇争一流、耻为第二的精神，争分
夺秒、开足马力，坚定不移抓项目，
矢志不渝抓创新，持之以恒抓环境，
擦亮“五大明星城”。

从海安到常州，两地都提出“勇
争第一，耻为第二”，值得关注。客
观地看，只要是考核，就会有“一二
三”，就有人“第一”有人“倒数”，要
求个个都“第一”并不现实。所谓

“第二就是落后”，强调的更多是一
种导向，一种激励，一种自觉，是任
何时候都以争先为荣、以落后为耻
的志气和雄心，是敢于争先、勇当第
一的执着和干劲。

精神状态决定干事成败。改革
开放以来，江苏的发展有一个显著
的特点，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在各个
时期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资源
和市场两头在外的情况下，江苏人
正是靠着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
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
难万险”的精神，从“供销员经济”做
起，开创发展新天地；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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