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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1 日上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10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落实全省审计整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审议《苏州市农家乐管理办法》《苏州市地质资料管理办

法》《苏州市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表扬外商投资企业名单》《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苏州市市

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苏州市关于建立风险防控四

项机制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切实加强全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传达学习落实全省审计整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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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计工作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审计工作，多次对坚持依法审计、加强审

计整改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把做好审计整改工作作

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要求，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审计整改工作。 

（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为审计整改第一责

任人，要切实担负起整改工作部署和督办责任，严格按照会议明

确的各项要求抓好工作落实；要根据整改时点要求，倒排工作计

划，制定具体方案，逐条落实整改措施。各相关市级部门要主动

做好对上沟通工作，与市审计局及时进行沟通反馈，并加强对各

地进行业务指导协调，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要求全面完成。 

（三）各地各部门要以此次整改为新起点，健全长效机制，

强化整改结果在部门综合考核和干部监督管理中的运用，不断深

化整改成效，提升整改水平，发挥审计作用。 

二、审议《苏州市农家乐管理办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农家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由市文广旅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报市政

府印发，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 

（二）发展农家乐是做好乡村旅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动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但作为新兴业态，

农家乐呈自发式发展态势，监管问题较为突出，亟需统一规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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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各地要根据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尽快出台工作方案，

进一步分解任务、明确职责，确保《管理办法》按时落地执行。

各级文旅部门要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及时制定具体操作指南，指

导好工作落实。 

三、审议《苏州市地质资料管理办法》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由市资源规

划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报市政府印发。 

（二）地质资料是重要的基础性信息资源，管理好、利用好

地质资料，是实施大数据战略、发展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我市

地质工作程度高，地质资料丰富，积累了大量的地质资料、成果

报告和海量的工程建设项目地质资料。统一管理、高效利用此类

资料，对于减少重复勘察、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意义十分重大。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地质资料社会化服务，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务机制、丰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

量，推进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网络化的建设，努力提高地质资料

的管理、服务和利用水平；要充分发挥地质资料的基础数据功能，

为我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防灾

减灾等工作服务。 

四、审议《苏州市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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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的实施意见》。由市卫生健康委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印发实施。 

（二）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促进照护服务工作健康有

序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苏州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采

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 

（三）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引导、部门协同、家庭为主、

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坚持普惠优先，加强属地管理，做好分类指导，落实经费人

员，稳妥有序推进工作。各相关部门要通力协作，细化职责分工，

形成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营

造良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环境。 

五、审议《表扬外商投资企业名单》 

（一）原则同意《表扬外商投资企业名单》。由市商务局根

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公布。 

（二）苏州是开放型经济大市，外资企业占据全市工业的半

壁江山，多年来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突出的外资企业予以表扬，将彰显苏州坚定开

放再出发的决心，展现苏州浓厚的亲商护商环境，进一步发挥先

进典型的示范效应，激励提振外商在苏投资发展的信心。 

（三）市商务局要牵头策划组织好苏州与跨国公司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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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活动仪式感，增强企业荣誉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做好宣传工作，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六、审议《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苏州市市区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苏州市市区征地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由市资源规划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

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报省政府批准后，按程序发文。 

（二）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征地服

务与管理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重大举措，对促

进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新一轮征地补偿标准的重要性，向社会广

泛宣传新征地补偿标准的原则、依据和有关内容，共同营造良好

的实施氛围。 

（三）征地补偿工作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

高，政策性强。各地要加强对实施新一轮征地补偿标准工作的组

织领导，确保新的征地补偿标准顺利实施，并做好风险评估及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实施

工作的监督检查，防止弄虚作假和侵害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情

况发生。市资源规划局要加强工作指导，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七、审议《苏州市关于建立风险防控四项机制工作的实施方

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关于建立风险防控四项机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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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由市委政法委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提请市

委常委会审议。 

（二）建立风险防控四项机制并制定实施方案，是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

措。各地各部门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政治安全、经济及

金融安全、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 12个重点领域，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动仗；要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和全局观

念，关注不同领域间风险的传导转移、聚合升级和连锁反应，集

中各方力量攻关化解，及时切断关联、“清零销账”，确保经济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三）各地各部门要在试点基础上，继续坚持“统一领导、

专班统筹、部门协同、全域推进”的原则，进一步细化落实风险

防控四项机制的具体方案，建立健全会商研判、信息报送、宣传

教育、危机管控、审查监管等工作制度，努力形成务实管用的长

效机制，扎实做好全市风险防控工作。 

八、审议《关于切实加强全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发展的指

导意见》 

（一）原则同意《关于切实加强全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发

展的指导意见》。由市住建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修

改完善后按程序印发。 

（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

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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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州地方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是维系吴文化认同的纽带，

是鲜活的“文化载体”，凝聚着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正确看待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以强烈的历

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传统村落保护好、发展好。 

（三）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将传统村落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重点实施对象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优先支持对象，统筹推进

村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让保护发展

惠及村民；要坚持把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农文旅融合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创新活化利用方式，努力培育与

当地文化相适应的精品业态，以“生态+”“互联网+”等多元化

方式，促进产业发展。各地要充分整合各方力量，明确职责分工，

建立协调机制，构建完善保护体系；要建立普查登记、联动保护、

科学评估、开发利用、消防安全等相关制度，完善土地利用、财

政资金投入、人才使用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推动传统村落“依法

保护、应保尽保”；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从遗产保护、建设控

制、镇村发展等维度，精心编制保护发展规划，坚持“一村一策”

“一宅一策”，有重点、分步骤、差异化推进。 

 

出席：李亚平  王  翔  洪宗明  蒋来清  陆春云  江  海 

曹后灵  杨知评  王  飏  胡志斌  周  伟  吴维群 

列席：张  剑  马九根  沈志栋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谢  飞  张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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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级法院石水根  市检察院顾雪荣  市委办公室

（市委国安办）严俊  市委宣传部刘纯  市委政法委

朱耀明  市委编办徐焱  市发改委夏文  市教育局

华意刚  市科技局张东驰  市工信局蔡剑峰  市民宗

局周斌伟  市公安局魏杰  市民政局蒋亚亭  市司法

局王侃  市财政局吴炜  市人社局沈伟  市资源规划

局黄戟  市生态环境局毛元龙  市住建局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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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商务局沈晶  

市文广旅局韩卫兵  市卫生健康委谭伟良  市退役军

人局傅泉福  市应急局刘军  市审计局顾浩  市外办

陈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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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统计局虞峰  

市医保局陈建民  市信访局江皓  市粮食和储备局

阙明清  市人防办陈正峰  市金融监管局宋继峰  市

机关事务局金伟康  市总工会陆怡  团市委方芳  市

妇联王燕红  市文联倪彦  市科协程波  市侨联沈晋华  

市社科联刘伯高  苏州日报报业集团常新  市广电总

台沈玲  市公积金中心何伟农  市税务局张志忠  市

国家安全局宋卫华  苏州海关刘卫言  市气象局祁杰  

人行苏州中支郑文清  苏州银保监分局曹晔  市通管

办董飞  张家港市陆崇珉  常熟市张月明  太仓市韩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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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张桥  吴江区陈建忠  吴中区周黎敏  相城区

曹岩  姑苏区徐本  苏州高新区王牟  市消防救援支

队孙业飞  苏州监狱程宁宇 

市纪委监委、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军分区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0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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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9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