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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牛年第一会，对标找差再出发
2 月 18 日（大年初七）是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南京市委市政府连续第四年召开全市
深化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大
会。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南京紧扣“创新
名城、
美丽古都”城市愿景，持续深化对标找
差、创新实干，高质量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
一，为“十四五”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指
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立足新
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对标找差再出发、
创新实干再突破，切
实扛起“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首位
担当，以“强富美高”新南京建设的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南京市市长韩立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龙翔、
市政协主席刘以安、
市委副书记沈
文祖出席。

亮出对标找差三年成绩单

对标找差改变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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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成效方面，南京多个领域从跟跑
到并跑再到领跑。三年来，南京经济总量实
现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 3 年跨越 3 个
千亿级台阶，2020 年经济规模自改革开放
以来首次跻身全国十强，增速始终位居 GDP
超万亿城市前列；全市人均 GDP 超过 2.4
万美元，
在省会城市中居第一位；
发展动能构
筑后发优势。累计组建新型研发机构 400
多家、
孵化引进企业 7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三年增长 3.5 倍、
达 6500 多家；民生福祉
取得实质性改善。居民收入增速超过 GDP
增速，
教育现代化水平位列全省第一，
空气质
量改善幅度全省最高，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
全省第一。
从理念路径方面，南京从认识到方法再
到实践，全方位学先进赶先进。南京在对标
先进中厘清了发展的坐标取向；在学习先进

春节期间
江苏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平稳
近日，记者从江苏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春节期间，全省监测显示：节日期间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平稳。与 2 月 11 日（大年三十）
相比，2 月 17 日（年初六），肉鱼蛋菜价格普
遍回落。防疫用品市场价格总体稳定。市
场供应充足，
节日消费旺盛。

车 、10.5 万吨生鲜农产品经绿色通道通
行，做到应放尽放；1 月 28 日春运以来累计
有 22 万辆货车、
297.8 万吨生鲜农产品经
绿色通道通行，
确保了生活物资运输保障。

肉蛋鱼菜价格较春节初期普遍回落

春节期间，全省防疫用品货源充足、销
量平稳、
价格稳定。2 月 17 日，全省监测的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10 片/包）、滴露洗手
液（500 克/瓶）平均价格分别为 11.51 元、
19.71 元，与 2 月 11 日继续持平；个别监
测点促销活动结束，84 消毒液（518 毫升/
瓶）平均价格为 6.10 元，
比前期略有波动。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2 月 17 日，猪肉价
格小幅下降。精瘦肉价格为 30.20 元（每
500 克，下同），比 2 月 11 日下降 1.7%，比
上 月 同 期 下 降 3.9% ，同 比 下 降 16.7% 。
禽蛋价格持续下降。白条鸡价格 12.36
元，比 2 月 11 日下降 2.8%，
比上月同期上
涨 15.1% ，同 比 上 涨 13.3% ；鸡 蛋 价 格
4.96 元，
比 2 月 11 日下降 1.6%，
比上月同
期下降 5.2%，
同比上涨 18.1%。鱼类价格
小幅回落。鲫鱼价格14.74元，
比2月11日
下降2.3%，
比上月同期上涨17.2%，
同比上
涨 20.0%；
草鱼价格 9.82 元，
比 2 月 11 日
下降1.8%，
比上月同期上涨12.2%，
同比上
涨18.0%。重点监测的6种蔬菜价格全面回
落。其中：
青菜、
黄瓜、
长白萝卜价格降幅居
前，
价格分别为 3.75 元、
5.34 元、
2.28 元，
比 2 月 11 日下降 12.0%、
10.1%、
5.8%。
粮食价格稳中有跌。二级苏北粳米价格
2.76 元，
比 2 月 11 日下降 0.4%，
比上月同
期下降 2.5%，
同比上涨 2.6%；
特一面粉价
格为3.09元，
与2月11日持平，
比上月同期
上涨3.7%，
同比上涨4.7%。

开通绿色通道保障农产品运输
2 月 16 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面畅
通绿色通道，473 个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收
费站全部开通绿色通道，共有 0.83 万辆货

防疫用品价格总体稳定

各地“就地过年”促消费成效明显
今年春节，广大群众响应“就地过年”
号召，江苏各地发力“促消费”，节日消费旺
盛。南京，网约车公司鼓励司机“就地过
年”积极接单，春节期间乘客呼叫滴滴快车
等需额外支付服务费，每单最低 1 元、最高
7 元。
无锡，就地过年惠民政策多样。当地
实体消费创出近年来新高，呈现出百货业
绩好、综合体人流旺的红火局面，日均“十
万”
客流成为节日新常态。
常州，截至 2 月 14 日，
全市累计发放文
化和旅游惠民补贴 3049 万元，惠及消费者
114.18 万人次。三大 5A 级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35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近4000万元。
扬州，大年初一至初三多数火锅店基
本“一桌难求”。春节期间线上销售的电影
票价，大年初一至初三平均每张票较节前
上涨 20—40 元，大年初四至初六平均每张
票较节前上涨 10—20 元。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许崇静

中建立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体系；在追
赶先进中探索出提升跨越的务实举措等。
在工作状态方面，
全市干部政治定力、
精
神动力、工作能力全方位上台阶。政治上更
加自觉，
工作上更加积极主动，
作风上更务实
高效，建立“企业家服务日”
“ 先解决问题再
说”机制，
完成工业投资、
工业增加值、
新增高
企数等攻坚任务、
第一时间控制疫情、
率先复
工复产、
战胜超历史纪录洪水、
打造集聚全球
创新资源的强磁场，多项工作获国务院督查
通报表扬。

要注重“四个突出”，在“六个
方面”尽快实现新突破
2021 年是全市深化对标找差创新实干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年头。会议指出，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强化新发展理念
的指挥棒、
红绿灯作用，工作中要注重“四个
突出”。
突出思想引领，更好回答如何扛起
“争当
表率、
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
首位担当这个问题；
突出根本宗旨，
更好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
个问题；
突出问题导向，
更好回答怎样实现高质
量发展这个问题；
突出忧患意识，
更好回答如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这个问题。
会议强调，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
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南京对标找差、
创新实干，
必须服从和服
务这一大局，
发挥自身优势，
在六个方面尽快
实现新的突破、展现城市首位担当。这是南
京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也是对
标找差再出发的关键抓手。
六个方面分别为：在成为国家科技自立
自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上，在提高供给质
量、
畅通循环堵点上，
在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和
发展能级上，
在保障改善民生、
释放内需潜力
上，在进一步深化改革、
高水平扩大开放上，
在优化城市治理、
推动安全韧性发展上。

增强首位意识、提高四种能力
张敬华在会上提出，省会城市是南京的
第一身份，扛起首位担当是南京的应有责
任。对标找差再出发，
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
关键要增强首位意识、
提高四种能力。
提升政治能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
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
能力、
战略眼光、
专业水平，把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要求落实到位；
提升领导能力，
要敢
担当、
善谋划、
会落实；
提升统筹能力，
必须做
到十个指头弹钢琴，
既抓全面，
又抓重点、
抓关
键；
提升攻坚能力，
对标找差再出发，
很多难题
绕不过、
等不起，
必须迎难而上、
攻坚突破。
韩立明指出，全市各级部门要坚持系统
推进、
协同发力，
以对标找差再出发的精神状
态，
紧扣“三新”展开工作布局，
在落实国家战
略中增强城市能级，在破解结构性矛盾中提
高发展质量，在深化改革创新中塑造竞争优
势，努力在新发展阶段的全新赛道上跑出好
成绩、
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对标新思
想、
新发展理念，
聚焦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
加快提升创新能力，
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扩大双向开放，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
台阶。
要坚持锚定目标、从头抓紧，做到抓关
键、
稳主体，
抓难点、
强攻坚，
抓重点、
促转型，
确保成效体现到全年目标任务完成和高质量
发展水平提升上。
要坚持改进作风、
务求实效，
不断增强责
任意识，提升能力素质，狠抓工作落实，在攻
坚克难、
一抓到底中交出优异答卷。
会上还表彰了一批 2020 年度市对区综
合 考 核 、市 级 机 关 绩 效 考 核 先 进 单 位 。
2021 对标找差怎么干，板块、
部门、
开发区、
新区（自贸区）代表发出创新实干誓言。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孔芳芳

我省发布春节长假出行大数据

公铁水空发送旅客下降一半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
随着今年春节假期的结束，
对于绝大多数选
择非必要不出行的居民而言，
这个特别的假
期又会留下怎样的出行数据呢？昨天下午，
随着我省各级交通部门陆续发布假期出行
大数据，以就地过年、
云团圆为特点的七天
长假让对外出行均呈现大幅下降的特征。
据悉，2 月 11 日-17 日（春节期间），全
省公铁水空共发送旅客 611.8 万人次，比
2019年春运同期下降52.5%，
比2020年春
运同期增长 25.6%。其中公路发送旅客
433.7 万人次，比 2019 年春运同期下降
48.4%，
比 2020 年春运同期增长 37.4%；
铁路发送旅客 132.7 万人次，
比 2019 年春
运同期下降 60.6%，
比 2020 年春运同期增
长 18.4%；航空发送旅客 31.1 万人次，比
2019 年春运同期下降 72.2%，比 2020 年
春 运 同 期 下 降 47.6% ；水 路 发 送 旅 客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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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万人次。
由于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以往每逢节
假日，
高速公路出行总量都在不断上涨，
但从
今年自驾出行的数据看，
受疫情防控影响，
机
动车出行数量表现得相对克制。包括节前最
后一天的出行高峰在内，
头三天假期的高速
出行都显得不温不火，
但到最后几天新高不
断。根据昨天下午发布的最新数据，
春季期
间我省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总体正常有
序 ，交 通 安 全 总 体 平 稳 ，出 口 总 流 量 达
1510.34 万辆，
日均 215.76 万辆，
同比上
升107.15%，
相对于各地市内交通出行猛增
的数据，
对外出行总量依旧比2019年下降了
1.30%。此外，
今年春节假期全省高速路网
的峰值流量出现在 2 月 17 日（假期最后一
天），
达 291.77 万辆。虽然较史上最高单
日流量足足差了 100 多万辆，但已经逼近
2019 年的峰值数量。

南京 1591.9 万人次市内出行

晨报讯（通讯员 宁交执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陈彦）在非必要不离宁的疫情防控
要求下，刚刚过去的春节七天假期不仅把
热闹还给了城市，也让南京市内交通分外
繁忙。昨天下午，南京交通部门公布了七
天假期市内交通出行数据，抛开去年春节
疫情的特殊情况，即便和前年的相关数据
比较，全面呈现翻番的特点，其中，仅七天
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的人数就达到了
1591.9 万人次。
据南京市交通综合执法局通报，受七
天假期天气晴好影响，南京市民市内出行
人数比 2019 年增幅达到 121.09%，总人
次数接近 1600 万，成为近年来最忙的假

期。其中公共汽车共出行 702.01 万人，
增
长 95.94%；地铁共出行约 799.6 万人，增
长 155.99%；有轨电车共出行 3.9 万人，
增长 113.27%；巡游出租车共出行 65.4
万人，增长 101.35%；公共自行车租用量
共 20.99 万人，
增长 39.23%。
市内出行的猛增也让往年分外热闹的
对外出行下降幅度明显。统计数据显示，
春
节假期南京公铁航共发送旅客 41.19 万人
次，比 2019 年下降 72.29%。其中，公路
发送旅客 4.78 万人次，
下降 74.86%；
铁路
发送旅客 29.05 万人次，
下降 70.96%；
民
航发送旅客 7.36 万人次，
下降 75.14%；
旅
游包车0.74 万 人次，
下降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