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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黄新
泉）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晓枫带队赴松陵街道走
访联系挂钩项目，并开展安全
生产督查。

在南厍村，徐晓枫一行仔
细查看了农村道路、桥梁、在建
项目等基础设施，听取了南厍
村发展规划介绍，实地走访“南
厍e村”休闲项目，了解该项目
建设、运营等情况，提出乡村振
兴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徐晓枫一行来到亨
通大数据产业园一期工程施工
地，查看项目效果图，观看相
关宣传视频，对项目占地面

积、配套设施、功能模块、进度
情况、施工安全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了解。

在步步高稻谷产业园，徐晓
枫一行走进复旦张江长三角协同
创新研究院。据介绍，复旦张江
长三角协同创新研究院采用开放
式孵化形式，不仅面向复旦大
学，也面向其他高校进行项目招
募。随后，徐晓枫就该院科研进
度、孵化成果等内容进行了解。

徐晓枫希望复旦张江长三角
协同创新研究院能用好学校资
源，加强校内对接，把学校先进
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引过来，为
吴江信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区领导走访挂钩项目
同时开展安全生产督查

本报讯（融媒记者杨华）昨
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振
一，副主任王鸿声、叶兆伟、沈
国芳等视察组成员来到吴江，专
题视察有线智慧镇（街道）建设
情况。副市长胡志斌，区领导李
铭、徐晓枫、范建龙、张志成、

谢王挽等参加活动。
视察中，陈振一一行走进吴

江开发区智慧管理中心，在工作
人员的带领和讲解下，实地了解
中心建设运营情况，观看智慧管
理中心可视化集成指挥平台操作
演示，并询问吴江有线智慧镇

（街道）建设总体情况。据悉，
吴江开发区智慧管理中心于
2018 年 9 月成立，是吴江区、
镇两级8个智慧管理中心之一。
依托有线智慧镇建设，中心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共享，配套可视化
集成指挥平台，对接了智慧执

法、矛盾调解等9大平台。
目前，吴江开发区已初步搭

建起以智慧管理中心为依托，指
挥平台为中枢，分析研判、监控
预警等 N 个子系统为内容的

“1+1+N”网格化联动指挥体
系，接下来还将启动智慧管理中

心系统软件升级计划，强化物联
网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区级层面
上，吴江已率先在全省实现有线
智慧镇（街道）全覆盖。

陈振一对吴江推进有线智慧
镇（街道）建设的丰硕成果予以
肯定。 （下转04版）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吴江
进一步完善有线智慧镇（街道）平台功能

本报讯（融媒记者姚瑶）
昨天，区委副书记钱斌走访慰
问了2019年度“苏州魅力科
技人物”张金龙，并向他送上
鲜花和慰问金，希望张金龙能
够在光催化的产学研一体化方
面作出更大贡献，助力吴江高
质量发展。

张金龙是华东理工大学化
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欧洲科学院院士，江苏

省“双创人才”，长期从事高效
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制备，有机功
能染料的设计和合成等方面的研
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光催化》
教材。张金龙在汾湖高新区（黎里
镇）创办了苏州聚康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致力于将光催化研究
成果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

听了张金龙的企业情况介绍
后，钱斌表示，光催化的前景非
常广阔， （下转04版）

区领导走访慰问张金龙
勉励他在光催化领域有更大作为

本报讯（融媒记者姚瑶）
昨天，吴江区装备制造科学技
术协会成立，区委副书记钱
斌，区委常委、汾湖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万利参加成立大会。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友林当选该协会首任主席。

吴江区装备制造科学技术
协会作为“装备制造科技工作
者之家”，是由装备制造（电
梯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精密

加工机械等） 领域的企业、科
协、个人以及相关单位、院校和
机构，联合组成的开放型、枢纽
型、平台型行业性科协组织。

该协会旨在充分发挥党和政
府联系产业与科技人员之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产业学术
的繁荣和发展、技术的开发与创
新、科技的普及与推广、科技人
才的成长与提高，促进科技与经
济密切结合、 （下转04版）

区装备制造科技协会成立
助推科技人才与产业、区域发展同频共振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下午，区长李铭主持召开区
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有关工作。副区长李卫珍、汤
卫明、朱建文、戚振宇、李文斌
参加会议。

会 议 审 议 并 原 则 同 意

《2020年度吴江区服务业工作要
点》《关于优化提升苏州市吴江
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苏州市吴江区关于加快生产性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
见》。会议强调，要围绕吴江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

紧抓系列重大历史性机遇，积极
落实“先进制造业立区、现代服
务业兴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
主攻方向，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精细
化和规模化水平，打造服务业集

聚区，积极推动楼宇经济发展。
同时，要发挥生活性服务业对实
体经济的刺激和拉动作用，持续
壮大全区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构
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切实推进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

与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开展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吴江示
范区环境质量提升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会议要求，要通过与专业
团队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提升吴江区生态环境治
理的系统性、 （下转04版）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持续壮大发展新动能 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区长、区政府党组书记李
铭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中心组学
习会，专题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近期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听取我区疫情防控有
关情况汇报，并研究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副区长李卫珍、汤卫
明、朱建文、戚振宇、李文斌参
加学习会。

学习会上，李铭传达了近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要求各地各
部门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李铭要求，要慎
终如始紧绷常态化防控这根弦。
坚决杜绝疲劳懈怠思想和厌战情
绪，持续深化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决不能让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

弃。
李铭强调，要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网络。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
实工作责任，落细工作举措，突
出关键环节，强化要素保障，要
把常态化思维融汇贯穿于防控工
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实现精准

防控。
李铭强调，要加强防控成果

推广转化。要注重基层治理能力
水平提升，进一步总结提炼防控
经验，将创新思维、先进做法推
广到垃圾分类、文明城市创建、

（下转04版）

李铭在区政府党组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慎终如始紧绷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在第四个“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9日给袁隆平、钟南
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向他们
并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大家对创新创造的思
考和实践，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矢

志报国的情怀。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全国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物质保障、大数据
应用等方面夜以继日攻关，为疫情防控斗争提供
了科技支撑。 （下转04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

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勇于攀登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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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被征地农民社保政策调整
7月起养老补助金标准接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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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都发布夜经济品牌
加快促进疫后消费回补升级

责编/沈振亚 排版/游晓芳 校对/丁建华

新华社北京5月 2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下
午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
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
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
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
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
障人民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民法室主任、中国法学
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黄薇

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
了讲话。他强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安排
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充分认
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
义，更好推动民法典实施。

习近平指出，在我国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
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
商事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先
后制定或修订了一大批民事商事
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
础、积累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
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
重要日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编纂民

法典作出部署。在各方面共同努
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
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
夙愿。

习近平强调，民法典系统整
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
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
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
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
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下转04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
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并付出牺
牲，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

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一、2019年和今年以来工作回顾

去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世界
经济增长低迷，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完成全年主要目标
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基础。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
到 99.1 万亿元，增长 6.1%。城镇新增就业
1352万人，调查失业率在5.3%以下。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2.9%。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消费持续发挥
主要拉动作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较快增

长。粮食产量1.33万亿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首次超过60%，重大区域战略深入实施。

——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取得
一批重大成果。新兴产业持续壮大，传统产业
加快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开展，企业
数量日均净增1万户以上。

——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继续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减税降费2.36万亿元，超过原定的近2万亿元

规模，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受益最多。政府机构
改革任务完成。“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设
立科创板。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出
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
新片区。外贸外资保持稳定。

——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1109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6%，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污染防治持续推进，

（下转0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