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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吴政隆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烈士遗属曹红英。 本报记者 吴胜 摄

本报讯（记者 方思伟） 2月 3
日，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南京召开。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和
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省两会、全省政
法工作会议精神，对做好2021年全省
公安工作进行研究部署。省委书记娄
勤俭、省长吴政隆分别作出批示，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费高云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旸
作工作报告。

娄勤俭在批示中指出，2020年，
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全省公安
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扛起战疫情、
护安全、保稳定、促发展的重大政治责
任，忠诚履职、敢于担当、英勇奋战，为

我省夺取“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是“十四五”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的开局之年，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人民警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
治思维、强基导向，坚决捍卫国家政治
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法严
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始终坚持执法
为民，着力锻造过硬铁军，在“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大局中再立
新功，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吴政隆在批示中指出，今年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是我们
党百年华诞之年，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 ▶下转5版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召开
娄勤俭吴政隆分别作出批示

本报讯（记者 耿联） 2月4日
上午，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南京以视频
方式会见了韩国 SK集团会长崔泰
源，并向他颁授“江苏省荣誉居民”荣
誉证书。

娄勤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崔泰
源表示热烈祝贺，并感谢他一直以来
对江苏发展的关心支持。娄勤俭说，

“江苏省荣誉居民”称号是我省授予外
国友人的最高荣誉，崔泰源先生获此
荣誉实至名归。娄勤俭在介绍过去一
年江苏发展情况时说，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和外商外企服务，
疫情防控好、复工复产好、投资信心
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7%，外
贸进出口增长2.6%，实际使用外资居
全国首位。娄勤俭指出，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江苏和SK集团的合作
有序推进，确定的重点事项进展顺利，
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在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优
化升级、中韩（盐城）产业园建设、加强

生态环保合作中共抓机遇，推动交流
合作迈上新台阶。

崔泰源对江苏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衷
心感谢江苏给予 SK集团的大力支
持，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中给予的无微
不至的帮助。他表示，获得“江苏省荣
誉居民”称号是他莫大的荣幸，SK集
团已成为江苏发展的一家人，将努力
克服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加快推进
合作项目，在更多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更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江苏现代
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双方在会谈中就关心的重大项目
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了广泛共识。

“江苏省荣誉居民”称号主要表彰
和鼓励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
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外
国友人。2020年11月27日，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授予崔泰源等10位国际友好人
士“江苏省荣誉居民”称号的决定。

省领导郭元强、惠建林参加视频
会见活动。

娄勤俭视频会见
韩国SK集团会长崔泰源
向他颁授“江苏省荣誉居民”荣誉证书

本报讯（记者 耿联）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
际，省委书记娄勤俭日前深入淮安乡村和城市社区，
看望慰问老党员、优抚对象和困难群众，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美好祝福。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把握新阶段新任务，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高
城乡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着力推动共同富裕，努力让
人民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涟水县高沟镇许庄村95岁的老党员许永兵，参
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二等乙
级革命伤残军人。高沟镇扁担村优抚对象谢中冲是
退伍老兵，曾经因公负伤。娄勤俭先后来到他们家
里，关切地询问家庭生活状况。得知他们的生活都有
可靠保障，娄勤俭说，今天是立春，我代表省委省政府
来看望慰问，拜个早年。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
建成了全面小康，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不能忘了老党员老战士为革命
和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要给予更多更好的关心照
顾，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安心舒心。

在高沟镇扁担村村民徐光宽、淮阴区王家营街
道北桥社区退休居民吴明生和困难职工秦恩东家
中，娄勤俭进厨房、看灶台，询问难处，给予鼓励，赞
扬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展现的社会文明新
风。娄勤俭说，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
命，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总体上都好了，但还存在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有一些因病因残导致比较困难
的情况，党委政府会高度重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想更多的办法帮助大家，通过持续奋斗共同奋斗，
让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下转2版

娄勤俭在淮安走访慰问时强调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 本报记者 陈澄 沈佳暄

新年伊始，行走在位于宿迁的苏宿工业园区，处
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

在总投资50亿元的皓峰电器有限公司项目建
设工地上，各种机械设备来回穿梭。“以目前的建设
进度，预计今年6月份就能投产！”皓峰电器项目负
责人甘鑫涛表示，项目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苏宿工业
园区的高效服务——皓峰电器成功拍得园区
GB96258号宗地的当天下午，园区工作人员就送来

了包含《不动产权证》等“四证”的“开工大礼包”，意
味着企业马上就可建设新工厂，大幅提高产能。

由苏州、宿迁共建的苏宿工业园区，是江苏打破
地域束缚，打通要素流通边界的一面“旗帜”。当下，
随着省内全域一体化水平加快提高，江苏在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方面当好表率的底气何在？

南北共建，“先手棋”弈活“全盘棋”

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有南北共建园区45家，累计入
园企业超1700家，项目注册金额超2000亿元，实际利

用外资超过40亿美元，带动就业66万余人，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均超过当地平均水平，大体保持15%左右的
年增长率。其中，苏宿工业园区以占宿迁全市0.16%的
土地，创造了全市6.5%的税收收入，每平方公里创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亿元。

苏宿工业园区并非一枝独秀。在常熟泗洪工业
园区，江苏尚佳铝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片
忙碌。公司在此总投资6亿元的项目，主要从事精密
铝质材料和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下转2版

区域协调发展 彰显江苏小康成色
——“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系列报道之三

争当表率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认真贯彻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许海燕）根据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2019年5月17
日-6月15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连云港、盐城、泰州和宿迁四市开
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反馈督察意
见。督察反馈后，四市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将督察整改与污染防治攻坚战
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抓手，强化
组织领导，坚持动真碰硬，狠抓责任落
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20年
12月底，四市整改方案共确定的135
项整改任务中，地方已自查完成105
项，其余正在推进过程中。经省委、省
政府批准，昨日由四市人民政府公开
督察整改情况。 ▶下转5版

连云港盐城泰州宿迁对外公开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本报讯（记者 黄伟）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省长
吴政隆来到盐城市亭湖区、盐都区、盐南高新区走访
慰问困难党员、困难群众、老党员、老同志，代表省委、
省政府送去亲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隆冬时节，寒风凛冽、瑞雪纷飞，盐阜大地一片
银装素裹。吴政隆来到困难党员茆德新家，关切询
问家庭收入、身体情况。他说，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最牵挂的人，大家要
坚定信心，日子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在困难职
工陈小龙家中，吴政隆与他促膝交谈。陈小龙告诉
大家，党的政策好，过去“小马沟”脏乱差，现在是个
大公园，政府还安排了公益性岗位，环境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低保户沈大利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患
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和疾病，他边务工边照应家人。
吴政隆说，你是家里“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在党
委政府帮助下，不向困难低头，用勤劳的双手为家
人撑起一片天，很不容易。他叮嘱有关负责同志，
要坚守人民情怀，尽责尽力、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
题送温暖，特别要针对失能、半失能人员较多的家
庭精准施策，雪中送炭，急人之困，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退役军人张荣桂曾参与修建成昆铁路。在认真
倾听老人回忆当年峥嵘岁月后，吴政隆说，你们不畏
艰险、不怕牺牲，以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豪迈气
概，让天堑变通途，向您致敬。今年88岁的曹红英是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烈属，现在四世同
堂、其乐融融。 ▶下转2版

吴政隆在盐城走访慰问时强调

尽责尽力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送温暖

□ 本报记者 李仲勋 盛峥
通讯员 徐瑞雅 雷霆

2月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群众就地过
年服务保障有关情况。苏州市有关负
责人受邀出席并作经验介绍。

作为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苏州
下足“绣花功夫”，精心做好春节期间
稳岗惠企送温暖工作，不仅让外地员
工“留得下”，还要让他们在苏州感受
到家一样的欢乐温馨，过一个难忘的

“苏州年”。

让外地职工“留得下”

“留在苏州过年，也挺好！”这个春
节，琪俐（苏州）纺织有限公司员工周

钰虹决定不回四川老家。留下来，不
仅有加班工资，还有额外奖金，更别说
公司特意准备的“新春大礼包”。目
前，该公司1800多名外地员工中，留
下过年的超过90%。

作为经济大市、工业强市，苏州
也是用工大市，外来人口有 800 多
万。1月22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发布《关于做好春节期间稳岗惠企
送温暖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从支
持外地职工留苏、支持企业稳定生
产、保障生产生活有序三大方面发布
十条意见，鼓励支持外地职工留苏过
年。与此同时，苏州各县级市（区）也
因地制宜出台各类稳岗留工政策，拿
出真招实举留下外地员工。

▶下转5版

用绣花功夫让外地员工感受城市关爱

“留在苏州过年，也挺好！”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
动各地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
精神文明教育和爱国卫生运动积累的
好经验好做法长期坚持下去，引导人们
培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弘扬崇尚节约理念、树立绿色环保
观念，中央文明办近日印发《关于持续
深化精神文明教育 大力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融入文明实践，发挥好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广泛开展以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普及为主题的各种文明实践
活动，特别要针对冬春季农村地区疫情防
控工作，做好返乡人员的宣传。要部署发
动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有针对性
开展健康知识宣传、疫情排查巡查、关心

关爱服务、心理疏导调适等志愿服务活
动，特别要在春节期间重点关注就地过
年、居家过年人员，提供必要生活保障，
营造互帮互助、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通知》强调，要把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融入文明培育，推动各
级各类媒体深度报道倡导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生活方式的目的意义、工作举
措、经验做法， ▶下转7版

中央文明办部署推动各地

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省委书记娄勤俭走进涟水县高沟镇扁担村困难群众徐光宽家中看望慰问。 本报记者 肖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