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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炜徐劼参加会议

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黄钦在市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

本报讯 5 月 20 日，市委书记、市委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钦主持召开领导
小组第六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对统筹推进我市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再部署再强调。市
政协主席周敏炜、市委副书记徐劼等参加会
议。
黄钦指出，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的关
键时点，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分析国
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我们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相关会议
部署要求，从
“两个维护”
的高度出发，
务实有
效、精准高效地抓好落实，以实际成效交出
“双胜利”
的过硬答卷。
黄钦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总书记关
于
“对本地防控漏洞再排查、对防控重点再加
固、对防控要求再落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
心态，全力以赴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
地见效。要坚持“严防严控、以防为主、防控
结合”，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根据夏季特点完善防
控举措，教育引导群众做好科学防护，
更有针
对性地落实学校、医院、室内场馆等重点场所
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要坚持
“守住一线、放开全域”
，
根据境外疫情变化和
上级新部署新要求，
及时调整优化防范措施，
确保
“可知可控、精准防控”
。要继续坚持
“大
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以“信息化”支撑“常
态化”，以“管得住”保障“放得开”，坚决巩固
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黄钦要求全市各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
提下，精准发力促进经济增长，
全力保持我市
经济逐月回升、持续回暖的良好态势。要锚
定“主要指标高于全省平均、位居苏南前二”
的目标，对主要经济指标逐一分析研究，
对滞
后于序时进度、落后于横向地区的指标要制
定专门工作方案，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促其
尽快步入上升通道。要加快兑现各类惠企政
策，调整完善投资、消费、出口等方面措施，
更
加精准用好政策工具，更为到位解决企业困
难，使市场主体释放活力、增强后劲，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各板块要主动担当、守土
尽责，对进度不快、在全市份额有所缩小的指
标要发力攻坚，尽力为全市发展大局多挑担
子、多作贡献。
黄钦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围绕现代产业
体系、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核心战略和产业强市主导战略，致力推
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要加快
打造更为强劲的创新引擎，启动建设太湖湾
科创带，努力提升创新策源力、掌握发展主动
权。要继续抓好“造链、补链、强链、延链”工
程，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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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
投资峰会暨太湖电影周开幕
黄钦焦建俊缪志红水家跃徐宁共同为峰会启幕
本报讯 5 月 20 日，
第四届中国·江苏太湖影
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暨太
湖电影周在无锡国家数字
电影产业园开幕，国内影
视企业高管、业界精英、行
业大咖齐聚无锡，以“5G
时代数字影视的发展未
来”
为主题，
共同探讨中国
电影产业的发展之路。市
委书记黄钦，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
局局长、省电影局局长焦
建俊，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缪志红，省文联党组书记
水家跃，省文化投资管理
集团总经理徐宁共同为峰
会启幕。焦建俊、上海电
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作主
题发言。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袁飞致欢迎辞，副
市长周常青主持开幕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影视行业带来极大
冲击。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电影局、
江苏省广播
电视局、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和无锡市政府联袂
主办的本届峰会，
旨在探讨
以数字技术促进中国电影
产业的变革与创新，
搭建面
向影视、技术、互联网等多
领域的交流合作平台，
构筑

5 月 20 日，第四届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暨太湖电影周在无锡国家数
字电影产业园开幕，
市委书记黄钦等领导共同为峰会启幕。
（宦玮 摄）
连接投资人和项目方的互
融互通桥梁，
共同为中国电
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贡
献力量。
峰会上，提振发展信
心、合力抢抓数字经济机
遇的共识进一步凝聚：牛
犇等 69 位电影人联合倡

议在逆境之中相互鼓舞、
相互扶持，
集中智慧、集中
优势，共促中国电影行业

发展。由无锡国家数字电影
产业园合作建设的“电影+”
新文娱新消费共享赋能平

后疫情时代，电影业希望何在？
详见第 4 版>>>

“先落户后就业”
快审快核
平均用时 5 分钟，已有 3000 余人提出申报
本报讯 “到无锡去，做无锡
人！”近段时间，到无锡“先落户后
就业”成为国内外许多大学毕业生
的热门话题。昨天记者从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了解到，自 4 月 27
日《无锡市高校毕业生引进落户实
施办法》出台并开通网上申报以
来，截至目前已有 3000 多人申报
落 户 ，其 中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79.15%，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
14.65%，其余也都是拥有副高以上
职称或者技师及以上技能等级的
高层次人才，
“太湖明珠”无锡展现
出强大的吸引力。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人力资

源市场办事大厅，只见自助打印
《落户联系单》的机器前已排起长
队，来自苏州的陈女士花了几分钟
时间，就拿到了《落户联系单》，她
非常高兴：
“ 无锡政府部门的办事
效率真高，要点个赞！”记者询问后
得知，陈女士和丈夫目前都在苏州
工作，他们的户口则一直留在老
家。当看到无锡出台“先落户后就
业”的政策时，夫妻一商量，决定来
做“无锡人”。陈女士说，
“ 家庭会
议”分析之后认为，无锡的人居环
境非常好，基础设施优越，未来职
业发展空间也很大，这次有了这么
好的落户机会，一定要抓住，
“这一

两年内，我们都要把工作换到无锡
来。”他们先是通过网络申报落户，
很快就通过了审核，昨天陈女士正
好休息，便从苏州赶来打印《落户
联系单》。
像陈女士一样想法的人不
少。市人力资源市场用工服务部
部长张望佳介绍，我市的大学生落
户新政出台后，办公室的咨询电话
就响个不停，还有很多人上门咨询
相关事宜。目前，每天通过网络申
报落户的达二三百人。
“ 我们开通
了审核的快速通道，平均每个申请
的审核时间只要 5 分钟左右。”张
望佳介绍，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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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河迎 12 年来首次水体维护
生态“调养”两年后水质有望达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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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波浪路”、平整窨井盖、疏通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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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华为（无锡）数字影视创
新中心、
“ 人民文娱文创”新
基建联盟平台三大数字创新
平台发布，助推影视行业充
分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
等打造数字影视全产业链体
系，
为数字科技拍摄制作、数
字影视 IP 开发以及电影衍
生产业开发提供国内领先的
全产业链服务。盛趣文娱基
金、大运河影视产业基金、侠
义文化基金和华文影视文学
评测转化基金签约落地，为
影视行业发展注入金融“活
水”。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
业园携手南京艺术学院，共
同打造“大学生艺术创新与
创业实践基地”
，
联合培养专
业人才。
焦建俊在发言时说，虽
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严重影
响，但中国电影发展长期向
好的条件和环境没有改变，
中国电影仍然处在黄金发展
期。本届峰会是疫情发生以
来全国首场在线下举办的电
影行业聚会，意义非凡。我
们相信，
下转第 2 版>>>

无锡武汉 5G 连线 云端共叙战友情
本报讯“现在医院恢复日常
诊疗了吗，
一天门诊量多少？
“
”我
们亲手栽下的桂花树长得如
何？”……5 月 20 日，无锡援鄂医
疗队总领队葛焕青和武汉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通过 5G
连 线 在 云 端 相 见 ，畅 谈 别 后 近
况。这一幕情景出现在无锡日报
报业集团未来媒体中心，无锡日
报报业集团携手市卫健委、市红
十字会，
共同开展的
“为生命担当
——无锡援鄂医疗队分享会”5G
云直播活动现场。在这个“爱的
表白日”
，
主办方用这种特殊的方
式向逆行英雄告白、致敬。
樱花时节与君别，远方战友
今安否？经历过舍生忘死的并肩
战斗，无锡武汉两地的医护人员
从素不相识到成为过命之交，心
中多了一份牵挂。依托 5G 技术，
葛焕青和刘继红隔空对聊，共叙
别后情谊。
“ 武汉人民、湖北人民

社址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二街 1 号

邮编 214125

加点进行信息审核，做到一经提
交，立即审核，符合大数据比对条
件的马上通过。对于人在外地的
申请者，我市人力资源部门还专门
安排人手，通过电话远程辅导操
作。日前，一位江西鹰潭的林女士
来电反映不会进行网上申请，工作
人员在电话中远程指导林女士一
步步完成线上操作，直至信息提
交，次日林女士即完成《落户联系
单》的远程打印。据介绍，通过审
核拿到《落户联系单》的大学毕业
生，就等于拿到了落户无锡的“通
行证”，只需按照规定流程去公安
部门办理落户手续即可。 （挥戈）

为民办实事项目

加速推进
体育中心南门人行天桥
预计年内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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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
作为全国各地前往支
援的 17 支医疗队之一，刘继红对
无锡队赞誉有加：
“无锡队实战能
力最强大！”他说，无锡队不仅救
治水平高，还积极参与全院的疑
难重症病例讨论、院外会诊，
更协
助
“兄弟队”
操作风险极高的气管

广告投放热线：
81853027

发行投诉热线：85057666

切开手术，显示出超强的硬核实
力。离开武汉前，
葛焕青代表无锡
队在医院种下一棵桂花树，如今
已经抽枝长叶、茁壮成长，
两位战
友也当场约下未来“看樱花”
“吃
小笼包”
的约定，
希望双方像家人
一样常来常往，
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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