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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参加市政协十
四届五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分成19个
界别小组，讨论审议政协常州市第十四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四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协主席白云萍
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总结工作全面
客观、令人振奋，对今年的工作安排举措
务实、可行性强，是新一年政协工作的

“路线图”“行军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是我市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起步之年，也是十四届市
政协工作收官之年。委员们纷纷表

示，要以更大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
进一步提高建言资政的前瞻性、精准性
和实效性，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
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贡献更多政协智慧。

王茜委员说，常委会工作报告具有很
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她表示，面对新使
命新要求，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围绕
中心大局、民生热点深入调研、积极建言，
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

于昌林委员认为，常委会工作报告体
现了2020年政协工作的一个“新”字，即打
造“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新平台、探索政
协民主监督新途径、完善提案和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新机制，形成了高质量的民主协
商成果，也实实在在助力党委政府解决了
许多百姓关切的难题，凝聚着政协组织和
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心血。

胡海华委员说，常委会工作报告对
委员的政治站位和政治素养提出了更
高要求，政协委员要充分利用政协各种
平台载体，不断学习提升，实现高质量
履职。吴海泳委员也表示，白云萍主席
的报告让他深感振奋，他将继续发挥专
业优势，围绕民生保障多建睿智之言，
多献务实之策。

讨论中，委员们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
会议以来的提案办理情况也表示满意。委

员们认为，去年以来的提案工作扎实有力、
成效明显，发挥了提案在助推我市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的积极作用。

王寅委员说，2020年市委、市政府对
政协提案工作高度重视，委员们备受鼓
舞。他表示，新的一年，将继续提高参政议
政积极性，运用好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
更好为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
策。

孙泽新委员表示，新一年提案工
作，反映问题要更准确，分析问题要更
深入，提出建议要更实在，进一步提高
提案质量。

（黄钰 唐文竹 郑雨露 朱雅萍）

市政协委员讨论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防范因进口
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污染导致的新冠
疫情传播风险，最有效地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根据有关规定，
现就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从2021年1月12日起，分
别在常州市区和溧阳市启用进口
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以下简称

“集中监管仓”）。凡是进入常州
市储存、加工、销售的进口冷链食
品（目前以进口冷藏冷冻禽类、畜
类、水产品为主，后期根据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进行调整），在储存、
加工、销售前须自主选择到常州
市区或溧阳市集中监管仓，进行
统一的消杀和核酸检测。

二、从2021年1月13日起，进
口冷链食品进入集中监管仓实行提
前预约，预约时须如实提供货物名
称、货物重量等信息。2021年1月
13日至2021年1月17日，采用电
话预约的方式（常州市区预约电话：
0519- 83270847、溧阳市预约电
话：0519-80998963），预约时间：
8:30-17：00；2021年1月18日起，
登录“我的常州”APP“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预约报备”模块，如实填
写申报信息，进行预约。

三、进入集中监管仓的进口冷
链食品，经外包装消毒和采样核酸
检测合格，并取得《常州市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仓出库证明》或《溧阳
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库证

明》后方能进入后续流通环节。
四、常州市从事进口冷链食品储

存、销售、加工的生产经营单位，须查
验《常州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出库证明》或《溧阳市进口冷链食品集
中监管仓出库证明》；凡未取得该证明
的进口冷链食品，不得在常州储存、销
售、加工。如已持有省内其他地区集
中监管仓出具的有效《出库证明》《新
冠病毒检测合格报告》《进口冷链食品
货物消毒证明》等业已消毒、检测证明
文件的，可不进入常州市区和溧阳市
集中监管仓，但要在“我的常州”APP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预约报备”模
块中报备相关信息（从2021年1月18
日起）。

五、集中监管仓进口冷链食品经
采样核酸检测合格的，货主应在通知
的规定时限内提货。提货须“整柜入
仓、整柜出仓”，不能分拆多批次提货。

六、进口冷链食品在集中监管仓
的外包装消毒、采样核酸检测、规定时
限内仓储费用由政府承担。经查实不
按要求如实填报信息的，上述费用由
货主承担。超期提货所产生的仓储费
用，由货主承担。

七、进口冷链食品采样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所对应批次的进口冷
链食品及包装按有关规定作无害化处
理。

八、运输进口冷链食品人员在运
输过程中不得擅自开箱，不能随意打
开食品包装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
车辆进出时，司机和随从人员应避免
与门卫等无关工作人员有不必要的接

触，服从集中监管仓对个人和车辆的
管理。

九、已经在库的进口冷链食品，在
全面消毒并取得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后，方可销售。

十、进口冷链食品取得追溯信息
后，方可上市销售。从事进口冷链食
品储存、销售、加工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使用“江苏省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
统”，完成实名认证和主体登记，确保
上传的进口冷链数据真实有效、完整
准确。加强人员进出管理和健康监
测，对设施设备和环境进行定期消毒，
每周对接触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进
行一次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

十一、广大市民应增强自我防范
意识，不购买、不食用无检验检疫证
明、无核酸检测报告、无消毒证明、无
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市民购买
进口冷链食品，可使用“江苏冷链”微
信小程序，扫描销售区域的“江苏冷
链”电子追溯码，查验相关信息。

十二、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存在
未按规定进入集中监管仓消毒检测，
储存销售加工未取得常州市区、溧阳
市和省内其他地区集中监管仓《出库
证明》的进口冷链食品，未按要求在

“我的常州”APP和“江苏省进口冷链
食品追溯系统”如实填报信息等行为
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处置。

本通告自2021年1 月12日起施
行。

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2021年1月12日

关于加强常州市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当前设立5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点，已完成第一批接种 715 剂次。对
落实到属地接种的常州火车站人员、
市消防支队人员以及站前派出所人
员，将加快预约接种。”昨天，天宁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20年12月加本月前8天，天宁区
累计摸排来自和到过国内风险地区的人
员601人，解除入境隔离人员156人，严
格实施“后14天”居家隔离管理，确保核
酸检测及时、信息报送及时、社区管理及
时。

该区全面落实“人、物、地”同防动
态管理措施，进一步堵住疫情防控风
险漏洞。

严把“人”的防线。对冷链食品从
业人员、隔离场所管理服务人员、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和急诊等医务人员，每
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对农贸市场、医
疗机构的其他科室、快递外卖、交通运
输等特定服务场所和行业的从业人
员，根据需要定期开展抽样核酸检测。

严把“物”的防线。加强进口冷链
食品入境、运输、流通、消费等全过程
信息管理，常态化做好全区43家冷库
预防性消毒，物品、人员、环境核酸检
测，“异常货物”溯源排查处置等工
作。2020年12月加本月前8天，全区
采集冷链食品（含包装物）样品 158
份、环境样品125份，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

严把重点场所、重点机构等“地”
的防线。对医疗机构、农贸市场、交通
运输、批发零售等，持续做好风险排

查。继续落实医疗机构预检分诊管
理、首诊负责制度，强化商场、超市等
公共服务场所“一码一测一罩”管理，
严防聚集性疫情发生。

同时，继续加强大规模核酸检测
准备和应急处置准备工作。天宁区疾

病控制中心PCR实验室已于去年12月
启用，具备最大日检测量5000份的核酸
检测能力。全区范围储备122个社区临
时核酸采样点，抽调 320人组成核酸检
测应急采样队伍，已具备全民检测能力。

徐蕾 赵兰俊

天宁区防疫：全面落实“人、物、地”同防措施

为有效防范疫情，同时提高群众防骗能力，连日来，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各派出
所集中警力，对辖区有关场所进行全面检查。这些场所包括网吧、浴室、歌舞厅等
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等。 武公 徐丹图文报道

政协常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
（上接A1版）坚持不懈强化思想理论武
装。形成党组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会议精
神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的机制，切实增
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强化使命担当，着力服务全市高
质量发展大局

聚焦中心，为“五大明星城”建设献
计出力。围绕提升我市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核心竞争力，弘扬现代工匠精神、打造
产业工匠名城，充分发挥港澳政协委员、
在常投资创业港澳人员、定居旅居港澳
常州籍人士独特作用，开展专题协商，提
出建议。着眼长远，为“十四五”规划编
制出谋划策。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
组织市级平台协商活动。围绕打造区域
性综合交通枢纽、赋能国际化智造名城
建设议题，召开常委会议进行协商。心
系群众，为促进民生福祉改善建言资
政。围绕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力
推进健康常州建设、提升网格化社会治
理效能、美丽乡村建设、老旧小区综合改
造、妇女儿童权益法律保障等议题，进行
调研协商。

三、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彰显专门协
商机构的职能优势

精心打造“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新
平台。在全省政协系统率先设立市政协
协商议事厅和协商议事堂，推动各辖市
区政协实现镇、街道协商议事室全覆
盖。“市级平台引领有事好商量，全市协
商议事跑出加速度”被评为2020年全省
政协工作最佳创新案例。不断探索政协
民主监督新途径。参与市安全生产督导
工作，开展“垃圾分类管理、停车管理和
物业管理”协商监督、“龙城英才计划”推

进、规范房屋征收管理等专项视察调研。
着力完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新机
制。市委书记齐家滨领办《破解“化工围
江”难题，推动长江岸线生态治理》重点提
案专题，市长陈金虎领办《高质量推动常州
智能制造业发展》重点提案专题，其他党政
领导分别领办相关重点提案，推动问题解
决和工作落实。编辑报送112期社情民意
专刊，全国政协采用4篇。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在全省政协系统处于前列。

四、更加凝心聚力，形成推动改革发展
的强大合力

围绕“画好同心圆”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坚持联系制度，支持和保障市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平台上
开展各项履职活动。邀请和组织参加政协
的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参与课题调研、
协商议事、民主监督等重要活动。围绕彰
显人文作用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建成政
协文史馆是本届政协重要履职成果，开馆
至今已接待136批次省内外团队。主办

“盛宣怀与实业强国”学术研讨会，开展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组织
《唐荆川研究论丛》编撰工作，编辑出版《常
州名媛》。围绕联动互动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进一步深化专委会与党政部门的交流
互动和对口协商机制，完善市政协与辖市
区政协工作的联系联动机制。两级政协联
合联动，精心组织300余场次“民生专题协
商议事月”活动。

五、持续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履职尽责
的过硬本领

进一步提振精气神。组织开展“接好
历史接力棒、书写政协新篇章”主题界别活
动，进一步增强政协委员使命感和责任
感。进一步加强委员履职管理。注重发挥
常委带头作用，制定出台常委述职办法。

首次完成《市政协委员年度履职综合分析
报告》。开办5期“委员讲堂”，推动委员自
我学习、互相学习、深度学习。不断深化

“委员悦读”活动和“书香政协”建设，得到
全国政协和省政协肯定。进一步加强政协
机关建设。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深化

“一支部一品牌一亮点”创建工作。
2021年市政协工作总体要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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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全面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会
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
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着力提高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水平，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
周年。

一、以更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行动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主张

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把党的决策部署落
实到政协履职各方面全过程。持续加强政
协党组自身建设，推动履职工作提质增
效。不断深化专委会委员党支部建设，促
进党建和履职的结合融合，更好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委员先锋模范
作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建党
10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开展以弘扬“常州
三杰”精神、展现政协时代风采为主题的界
别活动，征编出版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
主要内容的常州文史资料专辑。

二、以更大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
聚焦“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

纽”城市定位，紧紧围绕创新驱动、智能制
造、能级提升、重大项目、对外开放、乡村振
兴、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八个“突出抓好”
的中心工作，找准服务中心大局和发挥自
身优势的结合点，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活动，

进一步提高建言资政的前瞻性、精准性和
实效性。积极引导广大委员投身“重大项
目攻坚突破年”活动，助力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助推“五大明星城”建设。

三、以更实工作举措，践行协商民主
加强对政协协商工作规则的研究，规

范协商程序，细化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
式，逐步形成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议政格
局。积极推进协商议政质量评价体系建
设。坚持党政领导领办重点提案工作制
度。探索建立富有政协特色的应用型智库
和参政议政人才库。发挥委员履职移动平
台作用，推动智慧政协建设。建好用好“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拓展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渠道。

四、以更宽视野胸怀，广泛凝聚共识
研究制定我市加强凝聚共识的具体办

法。进一步强化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密切同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系联谊。进一步
深化“三走进一联系”活动。坚持把推动委
员读书作为凝聚共识的重要方法，深化“委
员讲堂”等活动，深入开展“书香政协”建
设，引导委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增进共
识、促进团结。

五、以更高标准要求，加强自身建设
研究制定进一步强化政协委员责任

担当的办法，进一步激发委员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履职尽责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更好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加强
专委会与对口党政部门的联系协作，深
入推进“委界联动”等履职实践，充分释
放“一入三建”的机制效应，着力提高调
查研究和建言献策质量。对照市委对政
协机关党组巡察整改要求，认真抓好整
改落实，全力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
型、廉洁型模范机关。

（上接A1版）前往常州城市供水运营中
心检查城市保供工作。

费高云指出，春运春节即将到来，人
员流动和集聚性增加，疫情防控任务更
加艰巨繁重。各级各部门要落细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略，细

致、精准、科学制定防疫措施，织密织牢防
控网。要强化监测预警，防止人员流动导
致疫情。要加强公共区域和交通运输工具
通风消毒，严防旅途风险，坚决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费高云要求，要全面做好交通运输和建

筑施工领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守牢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针对性措施，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通过层层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各项
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将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问题解决在成灾之前，以实际行动、

过硬成效推动安全生产形势全面稳定向好。
检查组还要求，住建部门要加强调度

协调，多措并举保障好群众安全温暖过
冬。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科学完善能源
保供长效机制，切实保障能源安全。

副市长蒋锋陪同检查。 （黄洁璐）

省领导来常检查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十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
会议。会议通报表扬了史国
生等 10 名代表为 2020 年度

“常州市优秀人大代表”，“关
于加强对我市公共卫生体系
规划和建设工作进行监督的
议案”等 19 件议案建议为
2020 年度“常州市优秀议案
建议”。

会议希望全体市人大代
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视察
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进一步密切联
系群众，听取和反映群众呼
声，积极履职尽责，以“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
命担当，为推进我市“五大明
星城”建设、奋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作出
新的贡献。

（刘一珉 陈陈）
2020年度常州市优秀人

大代表名单
史国生 江苏省儿童艺术

剧院院长、金坛华罗庚艺术团
团长

宋建平 溧阳市天目湖镇
古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旭宏 国家税务总局常
州市税务局风险管理局局长

顾 芳（女）武进区融媒体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徐洪庆 金坛区朱林畜牧
兽医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殷 群（女）常州市第一中
学校长

谈昆伦 常州市宏发纵横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

黄志良 江苏城乡建设职
业学院党委书记

曹 瑜（女）常州国家高新
区党工委（新北区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离退
休干部工作委员会书记，区委
编办主任

樊 烨 新北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原武进区湖塘镇党委书
记）

2020年度常州市优秀议
案建议名单

1号：关于加强对我市公
共卫生体系规划和建设工作进
行监督的议案（领衔人：陈建
共；附议人：李庆、姚辉、王建
新、李伟平、夏厦、周广菊、何小
舟、殷群、季春雷、李文虎、鱼国
盛、姜汉军）

4号：关于加快推进龙游
河水环境及沿线综合整治的议
案（转建议处理）（领衔人：蔡
旭；附议人：房琴贞、刘少华、李
伟平、姜丹、何小舟、殷群、季春
雷、潘晨阳、杨丽敏、许军、邵

明、李文虎、鱼国盛）
7号：关于西太湖以西金坛

板块发展战略定位的议案（转建
议处理）（领衔人：袁箭峰；附议
人：吕水庚、于忠俊、蒋赤卫、苏建
华、荀建华、林燕、周国平、钱永
锋、贺国洪、袁湘勤、史荣生）

8号：关于强化财源培植理
念，做强政府性担保机构，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议案（转
建议处理）（领衔人：恽东玉；附议
人：是蓉珠、周智夏、周南平、都文
平、陈建共、陈荣平、惠方、周广
菊、陈伟斌、蔡建兴、金万新、丁建
伟）

20号：关于依法加强规划体
系建设，打造宜居美丽明星城市
的议案（转建议处理）（领衔人：
金万新；附议人：周胜、周南平、尹
国新、钱永锋、徐宏斌、刘舍予、袁
湘勤、袁箭峰、王艳红、王桂奋、丁
杰）

31号：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
大力培养青年企业家队伍的建
议（建议人：徐宏斌）

50号：关于多措并举吸引人
才，为常州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的建议（建议人：俞伯俊）

66号：关于加快发展常州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的建议（建
议人：李长峰）

81 号：关于发展工业互联
网，安全必须先行的建议（领衔
人：陈凯；附议人：潘林）

92号：关于加快我市老小区
电梯改造速度的建议（建议人：梅
旭忠）

96 号：关于在房屋征拆收
购、土地收储收回中加强企业用
地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建议（建
议人：吴小庆）

105号：关于推动常州市绿
地做“减法”，以节约型绿地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议（建议
人：张巍）

115号：关于强化政策激励，
护航老旧厂房改造的建议（建议
人：姜汉军）

121号：关于加快构建与现
代城市相适应的医疗健康体系的
建议（建议人：唐晓声）

129号：关于进一步加快推
进新基建、打造云能力中心，实现
常州制造业由多到强跃升的建议
（建议人：魏农）

132号：关于从重大民生和
重大发展工程的高度，大力度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新
的建议（领衔人：张晓平；附议人：
杨伊林、曹雨平、王男、陈美华）

154号：关于常州传统产业
数字化转型问题的相关建议（建
议人：江冰）

160号：关于试点德育与职
业素养融合的青少年培养机制的
建议（领衔人：张玉存；附议人：封
毅、刘莹、缪哲文、徐逸峰、范新
南、陆敏）

190号：关于提升中心城区
品质的建议（建议人：刘立标）

市人大常委会通报表扬2020年度
优秀人大代表、优秀议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