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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22日上午，吴庆文代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50

次常务会议，审议《市政府关于实施失业保险基金市区统筹的意

见》《苏州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太湖生态

岛发展规划（2021～2035年）》《苏州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

四五”规划》和《苏州市人民防空发展“十四五”规划》，听取

全市近期安全工作情况、1～8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财税专项运

行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的汇报。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审议《市政府关于实施失业保险基金市区统筹的意见》 

（一）原则同意《市政府关于实施失业保险基金市区统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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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由市人社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

程序发文实施。 

（二）实施失业保险基金市区统筹，有利于失业保险政策一

体推进，有利于失业保险基金效率提升，有利于防控系统性失业

风险，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失

业保险基金市区统筹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协同推进，全面抓实

抓好工作落实。 

（三）各地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落实统一预算决算、

统一基金收支管理、规范累计结余管理和明确基金分担机制等方

面，提高站位、明确目标、协同合作，共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新政解读，确保各项工作

平稳推进。 

二、审议《苏州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由市水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按程序发文实施。 

（二）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消劣争优”行动为抓手，系统

落实截污、活水、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推进上下游、左右岸

同抓共治，确保年底前全部消除全市 170条建成区劣Ⅴ类水体，

扎实推进 445条生态美丽河湖、18条城市清水河道建设，切实建

成一批显示度高、满意度高的河道，加快提升城区河道水质；要

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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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对所有自然村开展污水治理，

力争 2023年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 

（三）目前，我市污水设施还存在终端处理能力不足、自来

水供水量与污水处理量不匹配等问题。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质量

推进污水厂、污水管网和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按标准开展

验收；要抓住污水管网建设这个牛鼻子，结合新城建实施，切实

提升污水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解决好漏接、错接、破损等

管网问题，确保“毛细血管”畅通，提高设施效能和管理效率。 

三、审议《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2021～2035年）》 

（一）原则同意《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2021～2035年）》。

由市发改委制定规划指导意见，由吴中区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

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发布。 

（二）西山岛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屿，是关乎太湖生态系统健

康安全的关键点。高标准建设太湖生态岛，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自觉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地区和

部门要主动把太湖生态岛规划建设放到苏南现代化的坐标系中，

以国家最高标准、世界一流水平落实好生态岛整体规划；要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学规划引领高标准建设，全力促进“生

态农文旅”深度融合，充分彰显江南文化特色和水乡韵味，将太

湖生态岛打造成为低碳、美丽、富裕、文明、和谐的生态示范岛。 

（三）生态岛建设涉及面广，各相关部门要与区、镇政府建

立更加通畅的沟通渠道，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强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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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全过程、全方面指导好政策和规划的实施，积极参与生态

岛的发展和建设；要积极向上争取，相关优势资源向生态岛倾斜，

在保生态、促发展、惠民生等方面予以全力支持。吴中区和各相

关部门要扎实做好太湖生态岛建设推进大会筹备相关事宜，进一

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全面加快太湖生态岛建设。 

四、审议《苏州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四五”规

划》。由市文广旅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各地各相关

部门要聚焦国际形势，紧扣国家战略，对接市场消费环境，深入

研判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努力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满

足新时代新要求，全面打响“江南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苏州

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文旅消费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

支撑带动作用。各地各部门要精准对接群众文旅消费需求，大力

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举办丰富多彩文旅主题消费活动；要不断提

供优质文旅消费产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文旅企业优化升

级文旅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文旅消费需求；要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坚决守好疫情防控重要防

线的同时，积极出台扶持政策和有效措施，努力推动文旅行业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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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回暖。 

五、审议《苏州市人民防空发展“十四五”规划》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人民防空发展“十四五”规划》。

由市人防办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做好下一步工作。 

（二）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

城市人口、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安全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防空工作的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做好人民防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

充分发挥人防工程防护功能，落实“应建必建”要求，强化全周

期管理理念，提升城市韧性和安全防护能力。 

（三）人防设施是重要的城市资源，应坚持战备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要主动融入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人防资

金使用效能，提升人防资源开发利用效益，为增强经济活力做出

积极贡献。要深度融入城市建设，统筹地上与地下建设，不断优

化人防工程规模、类型和布局，发挥人防工程在在节约土地资源、

缓解城市停车难等方面的作用，实现人防资源有效反哺社会、服

务民生。 

（四）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发挥人防专业队作用，积极参与公

共安全管理，为应对突发事件、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服务；要充

分发挥人防组织指挥、信息系统、警报报知等体制优势，主动融

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与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体制有效对

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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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听取全市近期安全工作情况的汇报 

（一）会议听取了市应急局关于全市近期安全工作情况的汇

报。今年以来，全市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呈同比持续下降趋势，

但道路运输领域、建筑领域、工矿商贸领域等，事故仍然多发，

特别是吴江区“7〃12”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的发生，教

训十分深刻。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生产形

势，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

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的决策部署，从胸怀“两个大局”、坚

持“两个至上”、统筹“两件大事”的高度，深刻认识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全力以赴抓好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临近国庆假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抓好安全

防范工作，重点抓好危化品领域、冶金等工矿领域、交通运输领

域、建筑施工领域、既有建筑领域、城镇燃气领域、消防领域、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同时，针对季节特点，

要多频次按照“四不两直”方式，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落实情况

暗访巡查，确保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形势持续稳定。 

（三）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做

好节假日值班值守工作，严格落实节日期间 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

导干部带班制度，坚决杜绝带班不在岗、联络不通畅、事故不知

情、处置不及时等现象；要加大值班值守抽查力度，特别对于假

期内易发生群死群伤的行业领域，通过“不打招呼进行视频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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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大对行业管理部门抽查力度，确保人员在岗在位。 

七、听取 1～8 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财税专项运行情况和

下一步重点工作的汇报 

（一）会议听取了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关于 1～8 月

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财税专项运行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的汇报。 

（二）1～8月，全市经济运行和财税运行主要指标仍然保持

了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延续了恢复态势，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在看到全市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比较良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的同时，也要看到，全

球经济复苏和疫情形势仍然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我市经济发展

也面临着主要指标高增长压力加大、能耗“双控”压力不断增强、

要素保障依然趋紧等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 

（三）下一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咬定全年目标找差距、立足

内部需求稳增长、狠抓科技创新促转型、推动开放发展提能级、

落实节能减排优环境、加强民生保障防风险，只争朝夕加快推进

各项工作，努力争取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最好结果，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为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

美窗口”夯下坚实根基。 

 

出席：吴庆文  顾海东  蒋来清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杨知评  王  飏  查颖冬  陈  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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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吴  琦  张  剑  马九根  范建青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顾宝春  谢  飞  张梁生  黄  苏 

市纪委监委邹洪凯  市检察院王勇  市委组织部翟克强  

市委宣传部刘纯  市委编办徐焱  市发改委凌鸣、王晨  

市教育局周志芳  市科技局张东驰  市工信局万利  

市民宗局周万青  市公安局黄戟  市民政局蒋亚亭  

市司法局王侃  市财政局吴炜  市人社局朱正  市资

源规划局黄戟  市生态环境局毛元龙  市住建局王晓东  

市园林绿化局曹光树  市城管局杨青松  市交通局

陆文华  市水务局陈习庆  市农业农村局顾东华  市

商务局孙建江  市文广旅局韩卫兵  市卫生健康委盛乐  

市应急局潘春华  市审计局陆旭东  市外办魏书杰  

市国资委卞明坤  市政府研究室卢宁  市行政审批局

陈栋贤  市市场监管局虞伟  市体育局阙明清  市统

计局夏文  市医保局施燕萍  市粮食和储备局徐晓宇  

市人防办叶志云  市金融监管局宋继峰  市总工会

朱建春  苏州创元集团邹剑春  苏州城投公司陈实  

苏州水务集团徐国忠  苏州轨道交通集团姚振康  市

税务局丁报庆  苏州海关刘卫言  苏州供电公司顾水福  

市邮政管理局王贵祥  市气象局朱莲芳  苏州专用通

信局刘坤  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鲍进  人行苏州中

支卜家怡  苏州银保监分局葛步明  张家港市梁曦  



— 9 — 

常熟市于腾飞  太仓市吴敬宇  昆山市徐敏中  吴江

区高建民  吴中区张华谦  相城区王蓓蕾、周立宏  

姑苏区陆文明  苏州工业园区陈东安  苏州高新区张瑛  

苏州军分区曹永华  武警苏州支队俞小良  市消防救

援支队朱亚明  市政府督查室徐自建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1年 10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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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