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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卫健委5日发布消
息：5月4日0-24时，无新增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截至5月4日24时，累
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2例，出
院病例19例，尚在院隔离治疗3例。

当日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截
至 5 月 4 日 24 时，累计报告本地确

诊病例 631 例，均已出院。当日无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尚在定点医院集中
隔离和医学管理的无症状感染者2例，
均为境外输入。目前，追踪到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13637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3632 人，尚有 5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仲崇山）

4日我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 常州市纪委监委、市
安委办日前联合发文，在全市部署
深化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对全市安
全生产行业主管部门、承担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企业负责人、广大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再
落实再深入。这是全省首个将安全
生产警示教育纳入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范围的设区市，同时纳入今年常
州党建工作考核内容。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管行业、管安全生产、

管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原则，重点解决
“思想认知不足、安全发展理念不牢”
等问题。教育内容包括落实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学习制度，实施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集中宣讲

“春风行动”，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典型
案例警示教育系列活动，落实安全生
产警示提示制度，丰富安全生产职业
培训内容，依托各类载体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实施事故
单位强制性警示教育，持续开展公众
生命安全教育活动等。 （黄 伟）

常州压紧压实领导干部责任

安全生产纳入党风廉政教育

本报讯 “五一”假期，江苏高
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平日增长明显。
省交通综合执法局监测，全省高速
公路出口总流量达1800万辆，日均
360.04万辆，同比增长4.35%，较今
年清明增长14.26%，较去年日均增
长64.9%。

从路网监测情况看，高速公路
运行呈现以下明显特征：一是货车
流量增长明显。5 月 6 日，高速公
路恢复正常收费，“五一”假期成为
货车免费通行的“最后时段”，整个
假期货车日均出口流量达到 81.06
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196%。二是
公众错峰出行明显。4 月 30 日，部
分公众选择提前出行，全天出口总

流量达 405.5 万辆，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 59.89%。三是路网保畅效果明
显。每日高峰时段高速公路平均拥
堵里程约 60 公里，较往年节假日每
日 200 公里左右的缓行，缓行里程大
幅下降。

“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客流出
现回升，日均旅客发送量超 132.6 万
人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统计，5
月 1 日发送旅客 176.5 万人次，创今
年春节后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铁
路探亲流、旅游流、通勤流、学生流和
务工流交织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京
沪、沪宁、沪杭、宁杭、甬台温、杭黄、
合福、宁安等高铁沿线。

（梅剑飞）

“五一”高速日均流量猛增六成
长三角铁路客流出现回升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坚定发
展定力，加大补短板强弱项力度，
全 力 推 动 交 通 重 大 项 目 复 工 复
产。“五一”假期，全省重点在建交
通工程现场，数万名建设者坚守岗
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加
快推进建设。

常州至宜兴和溧阳至高淳两条
高速公路计划今年建成通车。常宜
高速 5 月起开始加快水稳底基层扫
尾工作，路基桥面系工程、房建、绿
化等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力争年底
完成建设任务。

“五一”假期，溧高高速公路常
州段施工现场一天未休。5 日，一
辆辆沥青运输车、摊铺机来回穿梭，
驾驶员、操作员、测量员干得热火朝
天。“溧高高速正在进行中面层摊

铺，假期期间气温高，大家很辛苦，
坚持每天完成 1.5 公里摊铺任务。”
中交二公局三公司溧高高速公路常
州段路面标项目经理白伟华说。常
州市高指溧高项目办综计科科长王
国华介绍，眼下正围绕完工目标，倒
排工期、细化进度计划，所有器械设
备、人员满负荷工作，开足马力加快
推进工程建设，房建、附属工程有序
推进,力争 9 月底完成建设任务，具
备通车条件。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常州至无
锡段是江苏高速公路网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高速公路的重要节点
工程、国内最长的湖底隧道——苏
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要确保
今年年底基本实现贯通。“项目正处
于全面施工的决战阶段，采取‘歇人
不歇机’轮班制作业，在保障工程安

全、质量、环保的前提下，抢抓工期、
赶超进度，确保今年年底基本实现
贯通。”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夏文
俊说，近期太湖隧道正在拼抢第二
仓隧道回土回水及隧道风亭施工，
截至 5 日太湖隧道完成隧道主体底
板5.6公里。

2020 年是常泰长江大桥主体
工程全面开工建设的第二年，主桥
基础钢沉井经过多次混凝土浇筑、
水上接高和取土下沉施工后，将在
年内力争下沉至设计深度，为明年
顺 利 转 入 上 部 结 构 施 工 奠 定 基
础。“目前，这座世界跨度第一的公
铁两用斜拉桥主桥基础钢沉井首
次水上接高施工接近尾声，准备开
展首次取土下沉。”省交建局常泰
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现场指挥长
李镇介绍，为确保在今年长江汛期

来临之前，钢沉井能够下沉至稳定深
度，大桥去年 9 月全面开工建设以
来，施工队伍从未停下建设的脚步，
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向年
度目标冲刺。

“五一”假期，南京长江五桥夹江
隧道工程成功穿越夹江南岸大堤，突
破最后一道风险源。5 日，记者到南
京长江五桥夹江隧道工程施工现场实
探，数百名建设者正在铺设隧道管
片。盾构机长助理靳宪贺和拼装手姜
明桥操纵按钮，直径15米的盾构机在
轰鸣声中往前掘进。“每天有序前进
10 米左右，前方还剩余 60 米。”盾构
机长张立凡兴奋地说。南京市公建中
心五桥夹江隧道项目负责人古常友
说，长江五桥目前总体进程可控，确保
今年建成通车。

本报记者 梅剑飞

记者节日探访重点交通工程项目现场

抢抓工期 赶超进度 冲刺目标

南京市今年强势推出“新都市”
行动计划，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
的突出问题入手，打造更宜居、更安
全、更便捷的美丽古都。记者近日
走进各大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感受
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

“新都市”行动计划提出，今年
南京市计划完成棚户区危房改造、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交通枢纽
提升等方面固定资产投资 1200 亿
元以上。

推进安居保障工程建设，让更
多群众圆上安居梦、宜居梦。记者
来到重点保障房项目、位于栖霞区
的百水保障房三期建设工地。偌大

的一片工地上，竖着十多个高高的
吊塔，下方的基坑里已经扎好了整
整齐齐的钢筋笼和脚手架，工人们
在埋头干活。不久后，这里将有 20
栋高楼平地而起，还将有社区和商
业等配套。南京安居集团保障房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庸昆告
诉记者，百水保障房将采用混凝土
装配式绿色施工、高质量建设材料，
配备室外景观绿化。百水保障房项
目是南京市今年首批复工的重点项
目之一，全部建成后，将提供 9300
余套住房，今年底计划交付 1880
套。

宁句城际是宁镇扬一体化进程

的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在位于宁
句城际麒麟镇站施工现场，各类工
程车来回穿梭。南京地铁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王霆介绍，宁句
城际全线 12 个工区实现全面复工
复产。复工以来，完成马群站一期、
汤山站、黄梅站主体结构封顶，全线
共 18 条盾构区间，已完成始发 14
条区间⋯⋯所有工程有序推进，确
保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

城市三环建设项目紧邻紫东核
心区、园博园，是紫东地区规划“五
纵七横”高快速路网中重要的纵向
轴线。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上百
台施工机械正在紧张地作业，开挖

基坑、打桩、土石方工程同步进行。南
京市城建集团建管集团副总经理梅健
介绍，城市三环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工
程存在下穿铁路、上跨高速、保护生态
红线等多个重难点课题，目前工程现
场投入近千名施工人员及上百台机械
日夜不停抓防疫抓生产抓安全，确保
工期目标顺利完成。

据悉，今年春节以来，南京市建委
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复工复产，实现工
地全面复工。在建房建工程1665个，
工程造价2851亿元；市政工程264个，
工程造价452亿元；轨道交通工程177
个（工点），在建线路长132公里。

本报记者 刘 霞

南京打造更宜居、更安全、更便捷美丽古都

“新都市”，施工现场感受春潮涌

本报讯 为提升政务热线服
务质效，切实办好群众和企业诉
求，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江苏
省 12345 在线服务平台运行管理
办法》。

《办法》明确12345平台的职责
定位、受理范围、运行要求。江苏
12345 负责诉求接听、登记、解答、
转交办和回访；建立统一服务管理
规范；建设全省 12345 协同办事服
务平台、服务效能监督平台、大数据
分析应用平台、融合创新联动平
台。平台各成员单位负责办理诉
求，包括健全诉求办理流程机制，配
备工作团队；更新热线服务“知识
库”信息数据，提高在线解答能力；
分析研判诉求，提高办理效能。

非紧急类政务服务热线都将整
合到全省 12345，开展座席统一服
务或专席共建服务，按需取消相关
号码，实现“一号对外、统一服务”。

政务热线的深度融合，有助于解决当
前暴露出来的政务热线号码多、打不
通、无回应等突出问题。

作为政务服务“总客服”，江苏
12345 通过咨询投诉“一号答”机制、

“好差评”平台管理体系，引导群众和
企业评价政务服务成效，健全“差评”
核实整改机制；做好决策分析，强化诉
求大数据分析应用；进行绩效评估，以
群众满意为核心，强化评估激励导向
作用；开展督查督办，强化对诉求办理
的跟踪、催办和督办；开展责任追究，
明确问责程序及容错纠错情形。

省政务办负责人介绍，《办法》坚
持问题导向，突出建立诉求督办机制，
强化对不满意诉求和集中诉求的整改
落实。对典型问题，江苏 12345 平台
将与省政风热线联动，通过媒体监督
促进落实；对诉求办理不作为、慢作为
或整改不落实的，将视情启动追责问
责程序。 （徐冠英）

我省出台12345平台管理办法

非紧急类政务热线“一号对外”

因业务需要，我集团需采购一
批摄影器材，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
迎符合条件的厂商前来投标。

一、资质要求：凡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注册资金50万元人民币以上

（含），具有专业摄影器材的销售许
可，从事专业摄影器材经营三年以
上，均可参加本项目投标。

二、招标文件领取：凡具备资质
的投标人，请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相关资质证明原件（影印件
应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被授

权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投标函原件，
于 2020 年 5 月 8 日 17∶30 前到江苏
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69号新华
报业传媒广场 1 号楼 13008 室领取招
标文件，工本费100元，售后不退。

三、招标人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5-58683006

罗女士
监督电话：025-58682777

顾先生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2020年5月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摄影器材招标公告

五月五日

，﹃五一

﹄
假期最后一天

，南京长江大桥车辆有序往来

。

本报见习记者

陈

俨摄

▶上接 1 版 农业农村部专项工作
延伸绩效管理评估中，我省粮食生
产等 7 项指标得到表彰，省委主要
领导专门作出批示。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编办
主任俞军说，在考核“指挥棒”的引
导激励下，44 家党群部门承担的省
委重点工作任务 27 大项、376 小
项，全部按序时要求有序推进，部分
工作超额或提前完成。50 个省级
机关单位共承担968个重点工作考
核指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有
962 个，完成率达 99.38%，不少指
标超额完成。

以省卫健委为例，去年，省委
省政府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和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指标
中涉及卫生健康领域 5 项指标均
提前完成，其中 4 项超额完成；省
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和省政府
重点工作涉及卫健委的 18 项任务
圆满完成。

突出创新性，争先创优更
实更活更亮

赛场上分优劣，同类机关同台
打擂，专家公众当评委⋯⋯通过设
置创新创优指标，创新考核方式方
法，我省精准地“考”出一批在全国
领先的创新创优项目，形成干事创
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从群众最期盼领域改起，从制约
发展最突出问题改起。在发现“低保
捆绑”、“悬崖效应”、流程不够便捷等
制约兜底保障成效的问题后，去年 8
月，省民政厅先行先试，创新开展“温
情社会救助”改革。“只需跑一次、无
需开证明”改革，是此次改革的最大
亮点。困难人群提交身份证和家庭
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一证一书”，即
可申请社会救助，不用再提交结婚
证、房产证等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可
获取的相关证明材料，社会救助更
快、更准、更便民，困难群众也更有获
得感。

心脏支架、人工关节等高值医用
耗材价格虚高、使用过度，是导致群众

“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破解医药
招采改革领域多年难啃的“硬骨头”，
省医保局率先打响高值医用耗材治理
战，通过创新政策体系、创新阳光平台
监管、创新开展联盟带量采购，显著降
低高值耗材虚高价格，节约资金10亿
余元，获得中央有关领导及国家医保
局充分肯定。

省人社厅倾力打造的稳就业创新
创优项目，也为综合考核加分不少。
为 190 多万户企业减轻社保缴费负
担近 400 亿元，为 10 万户企业返还
失业保险费约 20 亿元，首次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安排 87.7 亿元重点支持
企业开展职工培训⋯⋯一组组数据，

彰显了省人社厅把稳就业摆在“六
稳”工作首位，把服务企业与稳定就
业并重的力度和温度。去年我省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跃居全国第一，失业
率显著低于全国，外省农民工就业首
次突破 600 万人，为全国就业大局稳
定作出江苏贡献。

用好“成绩单”，新时代展现
新担当新作为

记者注意到，综合考核突出省委
省政府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依法行政
能力、社会认可度等指标，对各单位进
行全方位的扫描和精准“画像”。

让群众当“考官”，去年底，省委编
办会同省统计局联合开展全省省级机
关单位社会公众满意度评价工作，邀
请 3115 名社会公众给 94 个省级机关

“打分”，并收到300条意见建议。
全面考核推动全面高效履职尽

责，各单位不断提升依法依规履职，
依法治理水平明显提高，财政资金支
出进度和管理效益明显提升，2019
年人均机关运行经费增长率比 2018
年下降 5%，“三公”经费与 2018 年基
本持平，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等各
项工作，服务基层、服务群众能力进
一步提升。

在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看
来，这样的考核方式，有利于推动交
通运输事业聚焦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和改善民生。“特别是‘满意度测评’
集中反映人民群众对江苏交通事业
的认识和评价，是指导我们工作的指
南针和风向标。”

打好交通“民生牌”，去年起，省交
通运输厅组织实施为期2年的运输服
务全面提升年活动。去年，省交通运
输厅新辟、优化公交线路438条，开通
省际毗邻地区公交化运营客运班线
21 条 ，全 省 镇 村 公 交 开 通 率 达 到
95.8%。公共交通服务在全省 11 个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百姓满意度调查中
位居“口碑榜”第一位。

考核不是“一考了之”，省委编办
及时将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和社会公
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按照省
考核办统一部署反馈至相关部门，推
动各部门进一步放大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

4 月初，省科技厅专门召开厅长
办公会，对照“成绩单”逐一分析短板
弱项，明确整改任务。在此次年度

“大考”中，省科技厅因两项政策制定
程序有瑕疵而失分不少。眼下省科
技厅正在抓紧研究整改方案，完善重
大决策制定程序，切实提高依法行政
能力水平。

这一轮考核虽然结束，然而用“大
考”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仍在深化。

本报记者 顾 敏

▶上接 1 版 “城乡共融新场
景，线上线下齐发力。”江宁区有
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各板
块推出消费优惠、休闲体验、线上
直播等活动近百场。从东部汤山
温泉到中部水乡田园、西部美丽
乡村，从牛首山等风景区到百家
湖城市商圈，在夜经济、网红直播

经济加持下，系列新场景成功引爆假
日新消费。

在激活新都市休闲旅游产业同
时，江宁区多措并举释放美丽乡村特
色资源，做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
银山”。“五一”假期江宁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量近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近2000万元。

江宁：“新场景”引爆新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