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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收听收看
省政府季度工作会议并召开续会
本报讯 10 月 25 日，省政府召开
季度工作会议，分析总结前三季度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昆
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刘旸、惠
建林、马欣、胡广杰、储永宏，省政府
秘书长陈建刚在省主会场参加会
议。代市长赵建军在无锡分会场作
交流发言并主持召开续会，市领导蒋
敏、丁四海、周常青、刘必权、高亚光，
市政府秘书长张立军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发展环境
新变化新挑战，进一步突出前瞻性创
造性，提高精准度精细度，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着力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确保完成全年主
要目标任务，深入研究超前谋划明年

工作，切实履行“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谱写好“强
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现代化篇章。
赵建军在续会上强调，全市政府
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季度工
作会议精神和许昆林代省长讲话要
求，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抓好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等九个方面重点工作，狠
抓政治、能力、作风、廉政四项建设，
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度，为全省发
展大局撑起一片天、作出新贡献。一
要盯紧盯牢主要指标。全面梳理加
固宏观经济指标、GDP 核算指标和省
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强化对标找
差、锻长补短，加强调度争取，确保主
要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位居苏南
前列。二要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发

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确保完成四季度
产业投资和政府投资任务，有效扩大
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发挥消费基
础性作用，着力打响“太湖购物节”品
牌，发展平台经济，聚焦“双 11”
“双
12”释放消费潜能；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切实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抓好
能源保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三要推进产业强市和项目建设。做
精做强支柱产业集群关键核心链条，
落实免费诊断、贷款贴息等政策推动
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对接大型
央企、头部民企、外资企业招引合作
项目和区域总部，紧盯“五率”加快推
动重大产业项目建设；高水平办好金
融赋能大会等活动，汇聚更多发展资
源。四要聚力加快科技创新。统筹

推进太湖湾科创带等载体建设，争取
布局更多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化与大
院大所、未来技术学院等合作，全面
提升科创资源汇聚力承载力。五要
着力守牢发展底线。慎终如始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推进城镇燃气
等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狠抓中央
和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做好政府性
债务管理工作。六要抓紧谋划明年
工作。强化系统性思维、整体性谋
划，研究确定明年经济指标、重点任
务和工作举措，尽快排定政府投资项
目、重大产业项目和招商计划，围绕
共同富裕、
“ 双碳”工作、产业体系等
做好规划、抓好落实，以实际行动和
过硬成效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
贡献。
（陈菁菁）

所有进京人员严格查验
“北京健康宝”
在 25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
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为更科学精准
有效防控疫情，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
防联控协调机制，对首都防控措施作
出调整和加强，要求在京人员近期非
必要不出京，坚持涉疫地区人员限制
进返京政策，所有进京人员严格查验
“北京健康宝”
。
徐和建介绍，
根据最新调整的首都
防控措施，要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
在京人员近期非必要不出京，
不前往新
增感染者及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
在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加强
日常防疫管理和排查管控，
严格出京审
批，落实“谁申请，谁负责”
“谁审批，谁
负责”要求。重点场所、重点行业可视
情要求出京人员在返京后立即进行核
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后方可返岗工作。
同时，所有进京人员要严格查验
“北京健康宝”。全国各地机场、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对来京人员逐一查验
“北京健康宝”，严阻非绿码人员登机
登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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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率先为快递行业
集体协商
“立规”
10 月 25 日 从 江 苏 省 总 工 会 获
悉，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邮政管理
局和省快递协会，当天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快递行业集体协商工作的
指导意见》，为全省快递行业 30 万快
递“小哥”和快递企业通过集体协商
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提供行为准则。
这也是全国首份快递行业省级集体
协商指导意见。
据介绍，指导意见明确，快递行
业集体协商将聚焦规范劳动用工管
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单价、劳
动定额、休息休假、劳动保护、职业发
展等。
（交汇点）

北京新增 1 个中风险地区
这是 10 月 25 日拍摄的东小口镇森林大第家园社区住宅小
区入口。
2021 年 10 月 25 日 0 时至 15 时，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森林
大第家园社区新增 2 例京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近 14 天累计报
告 2 例京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经综合研判，北京市即日
起将昌平区东小口镇森林大第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目
前，森林大第家园社区已处于封闭管理状态，共涉及居民 816 户、
约 1800 人。
（新华社）

江苏力争打造
“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延伸

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
《规划》明确“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 发 展 目 标 体 系 —— 提 出 到 2025
年，优质旅游产品成为“人们心目中
最美的江苏”重要窗口，江苏建成文
化建设高地、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
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样板
区，推动江苏成为水韵人文魅力充分
彰显的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设置人
均接受公共文化场馆服务 6 次左右、
居民人均外出旅游 4.5 次左右等 18
个指标和规划目标。
（交汇点）

内蒙古额济纳旗实行居家抗疫措施
保障滞留游客
“疫”时无忧

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
获悉，额济纳旗自 25 日零时起，
对广大居民和游客实行足不出户
（店）的居家抗疫措施。不听劝阻
擅自外出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
依照法律法规严格追究责任。
额济纳旗位于内蒙古最西端，
户籍人口3.2万人，
目前因疫情滞留

的外来人员就达近万人，
其中大部
分为游客，
尤以中老年游客居多。
额济纳旗从 22 日中午开始，
每日为滞留游客提供一顿免费餐
食并配送至酒店。
“老人们出门旅游只带了几
天的药，许多人的降压药、降糖
药、胰岛素都快用完了。”来自河
南的老年旅行团导游翟新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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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滞留游客反映的药品短缺问
题，额济纳旗采取“线上购药缴
费、线下送药上门”零接触服务模
式，组织志愿者前往酒店为有需
求的游客代买配送药品。疫情防
控应急响应期间，额济纳旗实行
宾馆酒店价格控制措施，规定单
日房价不超过 200 元，并由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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