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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1日下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29次

常务会议，审议《苏州市 2021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联动督导工作

方案》《苏州市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

《关于废止<苏州市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等 3件规章的决定》

《市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苏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继续施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告》

《苏州市医药产业园区及重点监测点培育管理办法（暂行）》《关

于设立“苏州之友纪念奖”的规定》《苏州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

《关于打造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两湖两线”跨域示范区实

施方案》《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和《关于在全市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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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组织建设的意见》。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审议《苏州市 2021 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联动督导工作

方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 2021 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联动督

导工作方案》。由市安委办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发文实

施。 

（二）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是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夯实安全基础、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安排。各地各部门要充

分认清开展安全生产督导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安

全生产督导工作。 

（三）各督导组要将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开展危化

品使用安全专项治理和推进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创建等三项重点工

作推进情况，作为专项督导着重把握的事项，督促推动各地扎实

落实；要强化督导震慑作用，把责任层层落实下去，把压力层层

传导下去，把督导成果转化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的实

际成效；要强化结果运用，对督导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和违法违

规生产经营行为，及时移交当地党委政府进行处理，涉及重大事

故隐患的，由市安委会挂牌督办。 

二、审议《苏州市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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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 

（一）原则同意市发改委关于《苏州市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起草情况的汇报。由市发改委根据

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提请市委深改委审议。 

（二）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对于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举措、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聚焦我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高应急

物资保障水平。 

（三）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涉及疫情防控、医

疗救治、物资储备、产能动员、调运保障等多方面工作，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

社会、物资与设施、储备与产能、平时与急时的“五大关系”，

突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多方参与，形成推动工作的整体合力。

市发改委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对重点任务做好统筹安排和

配套衔接。各地要抓紧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细化方案，健

全政策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

见效。 

三、审议《关于废止<苏州市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等 3件

规章的决定》《市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继续施行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目录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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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同意《关于废止<苏州市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

等 3件规章的决定》《市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行政规范

性文件的决定》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继续施行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目录的通告》。由市司法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依法

做好对外公布等各项工作。 

（二）各部门要服务改革大局，将有利于推进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制定计划，不符合改革要求

的及时修改和废止，扎实做好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工作；要

牢固树立法治思维，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提高合法性审核人

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不断提

高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水平，推动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再

上新台阶。 

四、审议《苏州市医药产业园区及重点监测点培育管理办法

（暂行）》 

原则同意《苏州市医药产业园区及重点监测点培育管理办法

（暂行）》。由市工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按程序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 

五、审议《关于设立“苏州之友纪念奖”的规定》 

（一）原则同意《关于设立“苏州之友纪念奖”的规定》。

由市外办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发文，并做好后续工作。 

（二）增设“苏州之友纪念奖”，完善对外表彰体系，对展

现我市对外开放成就，打造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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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要对照分工，加强协调联动，

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评选表彰规范有序。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着力挖掘我市对外评选表彰的特色

亮点，加强宣传推广，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在全社会，

特别是境外人士群体中形成争优创先、积极进取的良好工作氛围，

更好助力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六、审议《苏州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由市城管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细化完

善后，按程序发文实施。 

（二）制定《管理办法》，是贯彻实施《苏州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条例》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大件垃圾规范源头投放、中端

收运、末端处理各个环节，打造良性运转的“闭环”系统，有利

于加快建立科学系统的大件垃圾管理体系，全面推行我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三）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配套出台相应

的大件垃圾管理工作方案，推进政策进一步细化、管理路径进一

步明确。各相关部门要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大件垃圾的规范管理，

助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七、审议《关于打造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两湖两线”

跨域示范区实施方案》 

（一）原则同意《关于打造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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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跨域示范区实施方案》。由市住建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

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实施“两湖两线”跨域示范区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部署，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的重要举措。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紧密结合中央有

关部署要求，站在更高起点上，书写好国家乡村建设行动的苏州

答卷，切实走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苏州路径。 

（三）各相关部门要把“两湖两线”跨域示范区建设融入中

心工作，重点支持、重点保障。各地要抓好本辖区建设工作任务，

加强协调配合，处理好与周边地区的工作衔接。 

八、审议《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以下简

称《责任清单》）。由市生态环境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会

市委编办、市司法局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

会审议。 

（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大，人民群

众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扛起责任、

主动作为，勇于挑最重的担、啃最硬的骨头；要要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对照《责任清单》要求，认真梳理

本部门相关责任，做实做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各项目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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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我市生态环境质量，保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九、审议《关于在全市推行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组织建设的意

见》 

（一）原则同意《关于在全市推行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组织建

设的意见》。由市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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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组织建设，有利于进一步规范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行为，全面提升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水平和

综合效益。 

（三）市住建局要认真学习研究省级有关工作要求，抓紧制

定我市具体管理办法；要创新管理方式，加强有效监管，推进政

府投资工程集中组织建设，实现“投资、建设、监管、使用”四

权分离，提高项目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和财政资金的投资效益。各

地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紧盯政府投资项目

建设的各环节，保障政府投资工程顺利建设；要完善规章制度，

健全监管体系，保障工程质量，提高建设水平，努力提升工程品

质；要严格控制投资，有效降低成本，杜绝超标准、超规模、超

概算建设，严防腐败行为发生。 

 

出席：李亚平  王  翔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杨知评 

沈  觅  周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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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张  剑  马九根  范建青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谢  罡  顾宝春  张梁生 

市纪委监委邹洪凯  市委组织部周春良  市委宣传部

刘纯  市委统战部苏进奇  市委网信办宋翼  市委编

办詹利剑  市委台办沈晶  市发改委凌鸣  市教育局

周志芳  市科技局张东驰  市工信局蔡剑峰  市民宗

局周斌伟  市公安局刘凤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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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局严新东  市生态环境局毛元龙  市住建局王晓东  

市园林绿化局陈大林  市城管局赵金龙  市交通局

陆文华  市水务局陈习庆  市农业农村局吴文祥  市

商务局孙建江  市文广旅局韩卫兵  市卫生健康委

盛乐  市退役军人局王春  市应急局潘春华  市审计

局陆旭东  市外办李文辉  市国资委盛红明  市政府

研究室卢宁  市行政审批局许振华  市市场监管局

虞伟  市体育局程军红  市统计局王卫一  市医保局

陈建民  市粮食和储备局江皓  市人防办陈正峰  市

金融监管局谢善鸿  市机关事务局胡宏伟  市侨联

沈晋华  市红十字会严晓凤  市税务局丁报庆  市国

家安全局李迎庆  苏州海关刘卫言  市邮政管理局

王贵祥  人行苏州中支卜佳怡  张家港市陈卫兵  常

熟市吴建伟  太仓市郑丙华  昆山市徐敏中  吴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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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恒义  吴中区刘叶明  姑苏区马景亮  苏州工业园

区陈东安  苏州高新区陆振华  市消防救援支队朱亚明  

市政府督查室徐自建 

市供销社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1年 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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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