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农历庚子年二月十三
星期五 2020 年 3 月高 度 贴 近 开 放

XINHUA DAILY │ www.jschina.com.cn │ www.xhby.net

□1938年1月创刊 □新华日报社出版 □第25782号 □今日16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50 □国外发行刊号D279 □邮发代号27-1 □邮编210092 □文字来稿邮箱：news@xhby.net □图片来稿请上传：www.vijs.net □责任编辑 许建华 □版式 葛 新 □版面统筹 孙 健

今年3月5日是全国第57个学
雷锋纪念日。疫情当下，今年的学
雷锋纪念日意义尤为不同。无数的

“最美逆行”和凡人善举，昭示着雷
锋精神在代代传承中，融入我们的
血液、刻进我们的心间，汇聚成我们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
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
锋精神是一组“密码”，完美解答了
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在这场人民战争
中做到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读懂
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中去”， ▶下转7版

发
扬
雷
锋
精
神
，

汇
聚
共
克
时
艰
的
正
能
量

本报讯（记者 黄 伟）3月5
日，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省大运河文
化旅游发展基金管委会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
实《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方案》部署要求，研究省大运
河文旅基金第一批子基金设立方案，
审议2020年基金投资计划，进一步
把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出成效，更好
发挥基金作用，推动江苏大运河文化

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走在前列。
在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吴

政隆指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
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江苏
重大历史机遇，也是责无旁贷的时代
重任。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贯
彻，把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规划引领，狠抓工作落实，彰显品牌特
色，特别是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多元投入、安全稳健的投资原则，成立

了全国首支大运河文旅基金，充分调
动各方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工作推进
有力有序有效。

吴政隆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把保护传承利用各项工作抓紧抓实，
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进一步创新
完善运作机制，牢牢把握长期战略性
政府投资基金定位，更好地发挥好政

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整合政策资
源，拓宽筹资渠道，打好“组合拳”，撬
动更多金融力量和社会资金。要进一
步聚焦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工作重点，滚动推进一批内涵
丰富、前景广阔、产业集聚度高的优势
项目，打造富有影响力的江苏特色文
化品牌，努力以经典之作呈现千年运
河深厚底蕴，以精品项目焕发运河生
机活力。要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坚
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充分运用
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 ▶下转7版

吴政隆主持召开省大运河文旅基金管委会会议强调

抓紧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发挥基金作用
推动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走在前列

3月4日清晨，南京玄武湖公园南侧门新设卡
口，在原有测体温入园的基础上，所有人员入园前要
增加一道扫码预约登记程序，为露天公园疫情管控
又加一把“锁”。

当日，南京召开深化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会。这已是南京连续三年召开对标找差
大会，对标大会被称为南京农历新年第一大会，大会
召开意味着南京从恢复城市运转，转为摁下“快进
键”发展，各板块以时不我待的澎湃之势，迈出奋勇
争先的铿锵步伐。

向“两个战场”同时发起冲锋，疫情防控积极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全新突破，这就是当下南京。

南京发展的喜人势头容不得犹豫、懈怠。GDP
增速连续11个季度稳定运行在8%左右，去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万亿元，增速位居东部地区
GDP过万亿元城市和全省首位；人均GDP达16.6
万元，位列省会城市第2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完成1580亿元，增速名列全省首位，在省会城市
的排名继续前移。

在战“疫”非常时期，南京“博爱之都”的城市形
象、城市治理能力和务实作风、精神面貌都得到充分
彰显。纵然疫情为经济发展带来千万种困难，南京
高质量发展之弦，始终未敢放松。

2月21日，南京举行2020年第一批重点招商项
目视频签约，67个重大项目“云签约”，总投资超过
1000亿元。签约内资项目全部在5亿元以上，外资
项目全部在3000万美元以上，先进制造业占一半以
上。南京加倍努力抢回失去的时间，用更大力度发
展补全服务业缺口。

2月25日，南京召开2020年重大项目推进会，
共安排省市重大项目369个，其中实施项目347
个。截至3月2日，省市重大项目累计开复工报备
222个；春节前229个在建项目实际复工203个，实
际复工率88.6%。

2月29日，南京召开城建城管大会，确保今年
800亿元城建计划落实到位，以更大的投资体量和
产出增量对冲疫情影响。

南京从发展重启全方位走向加速前行。
今年是南京开展对标找差创新实干的第三个年

头。南京提出首先要进行“政治对标”把牢正确方向，
在此基础上实现“治理对标”“工作对标”。▶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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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引进2000名海内外博士
后人才，资助一批博士后创新项
目，在站博士后可直接申报副高职
称……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推动博士后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从创新人才集聚机制、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
提出12条具体举措，着力打造青年
博士后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海纳百川，实施“万名博士
后集聚计划”

江苏如何抢抓博士后人才竞争制
高点，吸引海内外优秀博士后人才？意
见提出“万名博士后集聚计划”，即用5
年时间再集聚培养博士后人才1万名。

我省将大力吸引优秀海外博士来
我省从事博士后研究，建立健全更具

竞争力的优秀留学回国博士招收引进
机制，扩大外籍博士后招收规模。同
时，还将引进的40岁以下在国（境）外
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
后研究的外国青年人才列为外国高端
人才（A类）范围。

意见提出，企业类设站单位引进
博士后人才支付的住房补贴、安家费
及科研启动经费， ▶下转13版

12条举措诚意满 5年引才1万名

江苏打造博士后人才集聚“强磁场”

本报讯（记者 耿 联）3月5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就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在无
锡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加系统务实
的行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
家的积极性，政府和企业携手共同
解决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实际
问题，加快产能恢复，把耽误的时间
夺回来。

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
司在无锡成立以来，历经四次增资、
三次技术升级，实现了资本、产能、
技术、利润的同步快速增长。今年
面对疫情，在当地政府支持帮助下，

生产及供应链已经双双步入正轨，娄
勤俭详细了解情况，对企业采取比政
府要求更严的防控措施的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当了解到当前最主要的困难
是韩籍员工返岗难时，娄勤俭就“点对
点”包机接送、搞好隔离防护等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要求当地政府全
力帮助做好协调服务，强调一定要做
好龙头企业的复工复产保障工作，维
护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链稳定。娄勤
俭还看望慰问了春节以来一直坚守岗
位的韩籍员工，他说，病毒是我们共同
的敌人，希望在赢得防疫胜利的同时
工作也取得胜利，现在中国疫情形势
正在持续向好，江苏已经连续15天没
有新增确诊病例了，无锡的公园已经
开放了，大家可以在遵守防护要求的

前提下，工作之余去欣赏太湖之美和
大好春光。

在无锡小天鹅电器有限公司，企业
负责人说，江苏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
工，起步早、工作实，保障服务到位，帮
助我们很快全面恢复了产能。娄勤俭
说，主要还是你们做得好，每个企业做
好了，全市和全省就会好，现在要抓紧
生产，争取三月把二月耽搁的进度抢回
来。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疫情发生后，要求所有海外分支机构
放下其他业务，第一时间采购口罩、防
护服等物资，在无锡市政府协调下包机
运回国内捐赠，并在紧急复工向防疫一
线提供医疗设备的同时，加紧研发了适
于临床治疗用的便携式超声检测设
备。娄勤俭高度赞扬了企业的强烈社

会责任感，希望他们不断推出创新产
品，要求相关部门主动服务，在符合相
关标准的条件下，帮助新产品尽快获批
应用于防疫。在华进半导体封装先导
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和江苏卓胜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娄勤俭仔细询问企
业疫情防控和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保
持创新定力不动摇，加强先进技术研
发，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建立自主可
控的产业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娄勤俭在调研中强调，我省经济
外向度高，特别是苏南地区外资企业
多、外来员工多，一定要紧密结合实
际,督促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精准
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要高度重视
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后面临的各种现
实问题， ▶下转7版

娄勤俭在无锡深入企业调研时强调

精准解决问题 加快产能恢复
全 力 维 护 产 业 链 稳 定

本报讯（记者 李仲勋）3月5
日，苏州举行2019年度综合考核工
作总结暨作风建设大会，揭晓2019
年度综合考核结果的同时，也发布了
新一年作风建设主抓的“三件事”，即
创立改革创新“特别奖”、设立转变作
风“曝光台”、建立营商环境“通报
制”。三件事环环相扣、衔接有序，强
化了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真正把

“帽子”戴到有能力的人“头上”，“票
子”发到干实事的人“手里”，“板子”
打到做虚功的人“身上”。

改革创新“特别奖”由市级机关
各部门自行申报，经过评审，对改革
勇于探索、发展勇于担当、服务勇于
创新，在夺取“双胜利”、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每年给予
重奖。“非常时期就要拿出非常手
段，激励非常作为。”有关人士介绍，

设立这个“特别奖”就是为了进一步凝
聚改革共识、激发创新活力，在全社会
营造敢闯敢试、改革创新的浓厚氛
围。苏州还立下规矩：这个奖，不搞部
门之间平衡，也不搞部门内部平衡，谁
贡献大就奖励谁。

推进作风建设，奖罚并举。苏州
将采取有奖举报、市民暗访、外聘专家、
记者采访等形式，凡是工作不实、作风
漂浮的都要定期曝光，名额不受限制、
类别不受限制、级别不受限制、区域不
受限制，有一起曝光一起。被曝光的单
位或个人，市纪委监委将回访跟踪、督
促整改。此外，苏州还将每季度向社会
公开通报服务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企
业不满意的负面典型案例，倒逼政策落
实、服务改进、政策优化。社会对党委、
政府部门不作为、慢作为的，可以通过
微信群等方式直接进行反映。

苏州新一年作风建设抓好“三件事”

用非常手段激励非常作为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
重大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人民健康，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在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关于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
的决策部署，着力解决医疗保障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现就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
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通过统一制度、完善政
策、健全机制、提升服务，增强医疗保
障的公平性、协调性，发挥医保基金战
略性购买作用， ▶下转9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2020年2月25日）

近日，新沂市总投资237.2亿
元的45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同时集中签约项目28个，协议投资
额达 175.7 亿元，计划利用外资
3500万美元。此前两天，总投资
142亿元的22个城建重点工程及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至

此，该市集中开工的项目已达67个，
总投资近380亿元 。

新沂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同时，稳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目
前,全市216家规上工业企业已全部
复工。

经过严格入厂检测后，记者走进
东方雨虹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生产线上成卷
的防水卷材陆续下线，工人们全部戴
着口罩专心投入生产。 ▶下转13版

新沂暖企政策加速产业复苏

本报讯（黄 洁 蔡志明） 3月
5日，淮安市总投资533.09亿元的
109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吹
响了项目攻坚突破的号角。

当前，淮安进一步把精力倾注到
项目上、把资源汇集到项目上、把政
策落实到项目上，源源不断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这109个重大产业项
目，契合创新驱动、产业转型的发展
趋势，对淮安高质量跨越发展将起到
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其中，工业
项目63个、占比57.80%，项目质态
优；服务业项目27个、占比24.77%，

项目体量大；农业项目 19个、占比
17.43%，项目后劲足。

2020年淮安全市共编排市重大
项目220个。淮安市委书记蔡丽新
说，这些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是推动淮安跨越崛起的
强力支撑。对所有重大项目实施市领
导挂钩和项目长帮办服务，实行“一项
目一档案”，对实施进度安排具体到月
份。严格落实“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点
评、半年一观摩、全年一考核”的督查
推进机制，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淮安10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5日，宝应县夏集镇蒋庄村组织党员干部、社区民警、科技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学雷锋 服务进田头”活动，党员
志愿者与民警帮助农民采摘草莓供应市场。 沈冬兵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