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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省委十三届
八次全会强调指出，要更有温度地做好
民生工作，聚焦聚力、用情用心解决好
群众的“急难愁盼”。南通市通州区先
锋街道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
新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
事，用真抓实干和主动创新确保民生
稳、大局稳。先锋街道党工委书记钱道
锋说，只有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才
能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头，增强民生工作
的主动性，强化对突出民生问题的排查
解决，并与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构建民生领域的现
代治理体系，让“更有温度”落实在行动
中，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逆势上扬，彰显先锋劲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逆势
中先锋街道却跑出“加速度”，画出美丽

“上扬线”，彰显的正是先锋人有一股子
勇当先锋的劲头。立足于“早”、落实于

“细”、防范于“常”，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了首位。

先锋街道及时成立了疫情防控指
挥部和10个工作组，设置查控点30
个，机关所有人员充实防疫一线，对
6000多名外来人员实施了居家观察，

有效劝阻群众集聚性活动120多场次，
隔离点累计集中医学观察300余人，未
流入一例疑似性确诊病例，3月中旬街
道规上企业全部实现复工复产。

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举措，筑牢
了疫情防控“铜墙铁壁”，这是先锋街
道百姓的民心所向，更是守土有责的
政治要求。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把准
航向。先锋街道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统筹做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项目建
设作为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先锋街道成功签约总投资21.2亿
元的中新都市创业园3个项目，启动洲
际绿博园5A级景区创建，加快总部经
济园项目地块拆迁，推进先锋西亭共
建产业园项目开工，服务南通医学中
心、红星养老、新城酒店等重点项目，
策应轨道交通、南通东站建设，推进重
点地块“退二进三、退二优二”工作。
同时，街道领导带队赴上海东华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等高校开展招才引智活
动，澎湃高质发展新动能，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凝心聚力决胜两个战场，交好大
考中的“两张答卷”。上半年，先锋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亿元，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6300万元，新增市场

主体148家。新增规模批发零售业规
上企业 1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
家。实现到账外资585万美元，在全
区率先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逆势飘红
的数据，点燃温暖人心的民生热度。

关口冲刺，扛起先锋担当

做好民生保障，就是要聚焦并解
决好人民群众的事，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先锋街道有一支

“敢拼、敢闯、敢干”的“狼性”干部队
伍，一次次“关口冲刺”扛起“更有温
度”先锋担当，打造提升社会治理、促
进社会进步、惠及百姓的优秀范本。

围绕建设南通东部服务业新城目
标，区位优越的先锋主动融入主城区，高
起点实施总体规划，在区域协同发展中
提升先锋能级。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
拆迁安置工作既牵系着城市发展大计，
又承担着为民谋幸福使命，也是一块难
啃的“硬骨头”，先锋探索建立的“1+1+
N”拆迁新路径开创了“双赢”局面。

通大附院地块仅用3个月就完成
11家非居、201户民居签约，拆出净地
约600亩。刚刚搬进新居的中创北苑
张阿姨开心地说：“新房宽敞明亮，结
构合理，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就像生
活在大花园里。”在深入推进“美丽先

锋”建设的同时，先锋全力以赴打好文
明城市创建迎查攻坚战，全面落实各
项工作，着力加强主要路段管理，落实
沿街店铺门前“三包”责任等，全民参
与创建的先锋文明之花竞相绽放。用
先锋人的话说，不仅要城市“颜值”高，
还要留住乡愁记忆。

下好基层治理这盘棋,“关口冲
刺”让治理的难点变亮点,“先锋实践”
可圈可点。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先锋街道深入推进印染园
区专项整治、“654”扬尘整治、“散乱
污”整治、秸秆禁抛禁烧、农村改厕等
工作，增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力度，抓
好各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长效整改。

先锋街道全面落实“河长制”工
作，加快实施污水管网建设和生活污
水收集治理，高标准推进高坝竖河、小
天生港、永安镇横河等黑臭水体整改
销号，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一系
列“组合拳”让生态功能更加凸显，打
造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锋
样本，大幅度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拉长短板，共享先锋成果

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就要把增进
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入手，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拉长补齐民生短板，让百姓共享发展成
果。走进全国文明村——先锋街道花
园村，真切感受先锋人的幸福生活。村
民张辉如是说，村里建有便民服务餐
厅、文体健身中心、爱心慈善超市、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等，为村民打造“十五分
钟生活圈”；发动本村11家爱心企业回
报家乡，捐赠成立“花园尊老助困爱心
基金”，用于每年年底发放70岁以上老
人和帮扶困难家庭；创立了“爱心加工
坊”，帮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增强其

“造血功能”……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
受到村集体带来的温暖。

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先锋让全
面小康更具质感、更有温度。让每个
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均衡教育，把
最好的医疗资源配置到百姓家门口，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一揽子
惠民新政落地见效。更为称道的是，
先锋把最需要帮助的重点人群列入特
殊关怀照顾对象，上半年已发放尊老
金、低保五保救助等各项经费409.9
万元，进一步健全稳定脱贫和防范返
贫长效机制，让兜底保障更精准。

以更有温度的救助帮扶，为群众
送上“雪中炭”“及时雨”。十六里墩村
葛圣侯说：“街道领导很关心特困群众

生活，最近又送来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并交流了增收致富计划，让我对生活
充满信心。”有口皆碑的是，先锋街道
始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教
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实际问
题，突出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树立

“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过好日子”的
正确理念，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
让老百姓绽放幸福笑容。

先锋街道交出的一份份暖心答
卷，总是“更有温度”直达人心。今年
以来，街道为民办实事项目群众如数
家珍，先后实施了安置房建设工程、失
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工程、工业
垃圾规范处置工程、黑臭水体污染深
度治理工程、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等。一项项惠民政策、一笔
笔民生投入、一个个民心工程，实现了
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

先锋街道办事处主任曹顾涌表
示，绘就“十四五”规划蓝图，让发展成
果拥有更多“民生含量”，先锋将持续
加大民生投入，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奋
力谱写“人民生活高质量”先锋篇章，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丛远华 葛建林

通州先锋街道：书写更有温度“民生答卷”

14日，中国海军第35批护航编队太原舰缓缓驶抵浙江舟山某军港码头，
特战队员等在甲板列队站坡。 新华社发

位于上海青浦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鲜花装饰工程正在进行中，迎接即将开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图为14日，园林工人在进博会鲜
花装饰草坪上施工。 新华社发

“从运行和成效看，前三季度
我国外贸回稳向好、好于预期，贡
献增强，富有活力。”针对1至9月
我国进出口数据表现，商务部外
贸司负责人14日作出这样的评
价。

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我
国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23.12万
亿元人民币，增长0.7%。其中，出
口12.71万亿元，增长1.8%，进口
10.41万亿元，下降0.6%。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
下，全球贸易遭受重创，中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首次实现年内累计增
速由负转正，且多项指标创历史
新高，成绩来之不易。

在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
看来，当前外贸形势特点之一是

“回稳向好”，其中，“回稳”的显著
表现是“双升”，即贸易规模和国
际市场份额双双提升。

从历史比较看，进出口规模
创同期新高；从横向比较看，国际
市场份额稳步提升。根据世贸组
织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
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8个百分
点，国际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提
高1个百分点以上，创历史同期
新高。

“贸易规模与市场份额双双

提升，同创新高，是中国外贸基本
盘和综合实力决定的。”李兴乾
说。

向好，体现在质量结构优化
和创新上。李兴乾介绍说，从贸
易结构看，国际市场布局在优化，
国内区域布局更趋均衡，民营企
业“稳定器”作用更加突出，商品
结构持续升级。

以国际布局为例，前三季度
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7.7%，东
盟成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5%。商品结构持续升级，集成
电路、计算机、医疗器械等高质量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速分
别达14.9%、10.7%和48.2%。在
贸易新业态方面，跨境电商进出
口、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分别
增长52.8%和35.5%。

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
国外贸贡献也更加突出。

据介绍，从国内看，外贸为稳
增长、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作出积
极贡献。1至8月，外贸带动就业
人数达1.8亿，进口环节税收贡献
10.4%的全国税收总收入。

从开放合作看，我国不仅尽

己所能扩大防疫物资出口，还进
一步对外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
口。据世贸组织统计，上半年，中
国进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较去年同
期提高0.8个百分点。近日，世贸
组织高级经济学家也表示，中国
不仅在出口方面表现突出，在进
口上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作
出积极贡献。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
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外部需求
显著萎缩，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受
阻，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我
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复杂
严峻。

李兴乾强调，中国有世界上规
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
制造业体系综合优势，有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趋
势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
能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他还表示，商务部将紧紧围
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优化
国际国内市场布局，加快培育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扩大
进口，精心办好第128届广交会
和第三届进博会，培育一批进
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全
力以赴完成全年外贸促稳提质
目标任务。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谈前三季度外贸数据——

实现“双升”好于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14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26万
亿元，同比多增2.63万亿元。9月份人民币
贷款增加1.9万亿元，同比多增2047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
额16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增速与上
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在当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人
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
度、精准导向，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
济。当前全社会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
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从货币供应看，9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2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2.5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0.23万亿
元，同比增长8.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
上年同期高0.1个和4.7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9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0.07万亿元，同
比增长13.5%。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 29.6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9.01万亿元。 （综合新华社电）

前三季度

我国新增贷款16.26万亿元

链 接>>>

据新华社电 在道路上正常行
驶，却遭遇专业团伙故意制造交通事
故敲诈勒索？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碰瓷”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
的指导意见》，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
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指导意见明确，实施“碰瓷”，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赔偿，符合刑
法有关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捏造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事
实，虚构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符

合刑法有关规定的，以虚假诉讼罪定
罪处罚。

根据指导意见，“碰瓷”团伙若有
撕扯、推搡等轻微暴力行为，或者故意
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反道
路通行规定等相要挟的，符合刑法有
关规定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三人以上为共同故意实施“碰
瓷”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
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符合黑恶
势力认定标准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
质组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
侦查、起诉、审判。

两高一部发布最新指导意见明确

“碰瓷”可能构成哪些犯罪

新华社电 记者14日从财政部
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称，对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合理数量的
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
值税和消费税。

通知称，每个展商享受税收优惠
的销售数量或限额，按通知附件规定执
行。根据附件，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

备等5类展品，每个展商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的销售数量不超过相应规定数量；
其他展品每个展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销售限额不超过2万美元。

通知明确，对展期内销售的超出
政策规定数量或限额的展品，以及展
期内未销售且在展期结束后又不退
运出境的展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照
章征税。

进博会展期内

销售进口展品可享税收优惠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
凤莲14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
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一些政客
以所谓“修法”等手段强行阻挠、限制
两岸民间交流，制造“绿色恐怖”，现在
又变本加厉，把黑手伸向台湾大专院
校和两岸学术交流。这样的倒行逆施
同两岸民众希望加强交流的共同愿望
和实际需求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有记者问，民进党王定宇等人提
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拟规定
台湾各级学校若与大陆有任何的承
诺或声明以配合所谓“统战”，将被台
教育主管部门责令停招。苏贞昌还
要求盘查台各大专院校在两岸学术
交流中是否涉及“一中”。请问对此
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时作上述
表示。

国台办：民进党黑手伸向
台湾大专院校和两岸学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