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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15时，上线3周的江
苏政务服务“好差评”平台，累计收到
6.6万用户评价，其中3星及3星以上
的评价达6.5万。网民“高背生”留
言：“民众平台，即时办理。办结率
高，亲民！”

“您的评价，让我们的服务变得
更好”——“好差评”平台上这句宣
传语，道出让企业群众满意的政务
服务理念。这个平台恰似一扇窗，
映照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生动实
践。在这场政府自我革命中，我省
创出一批在全国推广的改革举措，

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获得感不
断提高。

紧扣“不见面”，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近年来，我省以“不见面审批”为
重要抓手，深化“放管服”改革。“不见
面审批”就是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通过“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
评、帮代办、快递送”等方式，实现办
事者与审批者全程“不见面”。如法
律规定必须见面，则通过优化流程等
手段，尽量只见一次面。

2017年 9月，国务院第四次大
督查将我省“不见面审批”作为典
型经验。2018 年 5月，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
化的指导意见》，向全国推广我省

“不见面审批”改革。2018 年 11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我省考察
时，称赞“不见面审批”已成为江苏

的一张亮丽名片，是“放管服”改革
的一大突破。

我省“放管服”改革，大力简政放
权。2013年以来，省政府累计取消行
政权力事项789项、下放273项、委托
市县行使126项，并全面清理省级部
门原有的22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赋予国家级开发区220项设区市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予经济发达
镇409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政府加速“瘦身”，主动亮出权力
“家底”，出台标准化的省市县三级权
力清单。此外，从分批开展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 ▶下转7版

成功打出“放管服”改革组合拳

“不见面审批”成江苏亮丽名片

习近平向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

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说起江苏，人们都知道是个经济
强省。江苏经济总量超9.26万亿元，

位居长三角第一、全国第二。中国百
强县，江苏有24个，拥有量全国最多。

然而，行走在江苏大地，时时能
听到江苏干部群众自省：“数据上
看，江苏已经达到小康标准，但是不
是全面小康？”“同在江苏，苏北何时
才能赶上苏南？”“已经先富起来，如
何继续又富又美？”

“要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
在前列，把中央通过的各项改革方
案落到实处，大胆探索，勇于实践，
积极试点，积累经验。”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苏的殷切期望。

落实新要求，江苏蹈浪涛头，一
项项瞄准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变革酝
酿生发、拔节生长。 ▶下转4版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系列报道

江苏：蹈浪涛头再弄潮

本报讯（记者 宋晓华） 今年
我省安排省重大项目240个，其中实
施项目220个、年度计划投资5330
亿元。实施项目中，重大产业项目
130个，年度计划投资 1823 亿元。
三季度，省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保持了上半年的强劲势头。

项目开工再上新台阶。截至9
月底，计划新开工实施项目109个，
已开工88个，开工率达80.7%，其中
68个计划新开工重大产业项目，已
开工55个，开工率达80.9%；省领导
挂钩项目开工率达86.9%。从区域
情况看，徐州、盐城、宿迁3市计划新
开工项目已全部开工，南京、常州、南
通等4市新开工项目数超过10个。
从具体项目看，宁淮铁路、全省淮河
流域重点平原洼地近期治理工程、徐
州淮海国际陆港核心区、昆山观致新
能源汽车、常州国强太阳能智能运维
装备、扬州春秋航空华东区域总部、
泰州长城乘用车整车等项目已于近
期顺利开工。

投资进度大幅超序时。220个
实施项目完成投资4390亿元，投资
完成率82.4%，高出序时进度7.4个
百分点，其中130个重大产业项目完
成投资 1522 亿元，投资完成率
83.5%；省领导挂钩项目完成投资
492亿元，投资完成率108%，高于平

均进度近26个百分点。从区域情况
看，无锡、苏州、镇江等4市牵头负责
的省重大项目推进较快，投资完成率
超过90%。从具体项目来看，无锡
华虹集成电路、吴江京东方柔性智慧
显示终端、泰州扬子江生物制药等
17个项目投产或部分投产，徐宿淮
盐铁路、南京LG三元锂电池、海安
竣昌高强轻合金、连云港中化高端精
细化工、淮安庆鼎精密电子多层柔性
线路板等61个项目已超额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

前期工作取得新进展。各地各
部门担当作为、上下协调、扎实工
作，一大批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从实施项目看，常州合全新
药研发生产、江阴大昌行长三角保
税物流基地等项目前期工作已基本
完成，有望近期开工建设。从储备
项目看，盐城宝武精品钢基地、南通
中天精品钢、盐城滨海港航道码头
等项目正在积极协调推进，力争尽
快具备开工条件。

据介绍，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环境，省重大项目建设进展
有序、成效明显，主要得益于三个方
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
动。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多
次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深入项目现场
调研指导。 ▶下转10版

项目开工再上新台阶 投资进度大幅超序时

我省三季度重大项目
建设延续强劲势头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省推进重大改革措施
落地落实，改革成效受到党中
央、国务院肯定，诸多创新举措
在全国推广。我省人民群众既
积极投身改革，也享受着改革红
利，获得感、幸福感极大提升。
本报今起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在
江苏”专栏，报道我省贯彻落实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深
化改革的生动实践、喜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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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政府重视支持前所未有、
委员履职热情之高前所未有”，在省
委坚强领导下，省十二届政协坚持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统揽政协一切工作的总纲，以
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
开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决胜高
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
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建设“强
富美高”新江苏的征途上忠实履职、
硕果累累。

坚持党的领导
政协工作迈开新步伐

“全省各级党委要切实肩负起政
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人民政协工作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为政协组织开展
工作创造更好条件。”省委书记娄勤

俭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省委常委
会第一时间听取省政协党组关于会
议精神的汇报，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研究部署贯
彻落实工作。

去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研究部署
政协工作的次数明显增多，对政协工
作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省委书记
娄勤俭、省长吴政隆等省委、省政府
领导同志20余人次参加省政协的重
要会议与活动，听取委员意见建议。

制度的保障，同样凸显出省委对
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去年，省委在
全国率先印发贯彻落实中办《关于加
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
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省政协按照
中央和全国政协部署、省委要求，成
立10个专委会分党组并制定工作规

则，成立11个功能型委员履职党支
部，制定党组成员联系界别、党员委
员联系党外委员、党员委员参加双重
组织生活等制度规定，实现党的组织
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
委员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在政协坚
决落到实处。

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是全国政协系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在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通知后，
省政协党组第一时间研究部署、拟订
方案，及时向省委汇报。去年5月，
省政协举行全省政协系统开展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活动动员
会，全省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共
7100多人参加会议。这样规模的视
频会议在省政协史上是首次。

此后，以“学习新思想、创新添活
力、履职高质量、树立新形象”为主
题，一场场学习研讨活动在省市县三
级政协联动开展。以省政协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主席会议
集体学习、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委
员培训集中学习、政协讲坛和季度学
习座谈等相配套的学习制度体系不
断完善。丰富的学习内容、多彩的学
习形式，让委员们热情高涨。去年，
省政协提前两年基本完成对全体委
员的集中轮训。

盛夏的延安，陕北梁家河窑洞前，
一群人聆听一堂名为“习近平总书记
在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与时代情怀”的
现场教学课。这是全省政协系统领导
干部培训班的一个剪影。到梁家河追
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是此次培训
班精心安排的重要课程。▶下转3版

贯彻新思想 画好同心圆 展现新风采
——省十二届政协工作纪事

本报讯（记者 丁亚鹏 李先昭）
20日，以“党建领航，助力安丰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的安丰“党建丰产方”
创新实践专家研讨会,在千年古镇东
台市安丰镇举行。新华日报社新华
传媒智库专家走进安丰镇，为安丰党
建领航下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安丰镇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中国特色小镇、全国重点镇、全国文明
镇等8张“国”字号名片。“党建丰产方”
是安丰镇党委实施“党建领航”行动，
引领特色名镇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创
举。“党建丰产方”项目紧紧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目前已在全
镇涌现出“一强五带”“红色步道印古
镇”“5i党群服务中心”等特色品牌；同
时各村因地制宜，探索出“穿针引线”

“提纯复壮”“查田补苗”“测土配方”
“压条繁殖”等别有创意的工作法。

经过深入调研，专家们对安丰
镇“党建丰产方”的探索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提出了宝贵建议。中央党
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向华认为，

“党建丰产方”对应了乡村振兴的五
大目标要求，富有创新意义；上海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何建华
指出， ▶下转10版

新华传媒智库专家走进东台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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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2019 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
十五届中国·南京农
业嘉年华江宁系列活
动主会场开幕式在横
溪街道拉开帷幕，民
间艺人在金灿灿的稻
田里载歌载舞，丰收
大戏就此展开。
本报记者 邵 丹摄

本报讯（记者 吴雨阳）由省委
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出品的原创
歌剧《周恩来》，作为2019紫金文化
艺术节新创舞台剧目，昨晚在江苏大
剧院首次与江苏观众见面。省委书
记娄勤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燕文，副省长王江观看了演出。

歌剧《周恩来》是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年
来，江苏出品的第五部原创歌剧。
该剧选取周恩来一生中几次“化危
机为转机”的重要场面，用歌剧这一
艺术形式塑造了周恩来作为中国共
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光辉形象，再现
了他的卓著功勋和崇高风范，抒写
了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的光辉一生。

歌剧舞台上的周总理身着中山
装，踱着特有的步伐，眉眼间是坚毅
的神情。深夜的一张书桌前，他在台
灯下伏案工作；布置简单的会客厅
中，他勉励部长们，“挺起我们的脊
梁，我们昂起头，天大的困难我们承
担”；在病榻上仍坚持紧张工作的他，

心中牵挂着老区人民……同时，歌剧
以投影等影像手段，构建了“湘江之
战”“遵义会议”“万隆会议”等闪回时
空，充满了历史的深邃感。

崇高的“周恩来精神”，影响和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也
不断激励我们在新时代谱写新的发
展篇章。歌剧《周恩来》的演出，在
江苏干部群众中引发了热烈反响。

“周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每一位江苏
的父老乡亲都有关于他的‘独家记
忆’。看完演出后，我觉得歌剧版的
《周恩来》不仅还原度高，而且凸显
了周总理的伟人胸怀和人格魅力。”
南京市民杨晓说。

该剧由著名作曲家唐建平作曲，
剧作家冯柏铭、冯必烈编剧。昨晚的
演出，由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毋攀、女
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分别饰演周恩来
与邓颖超，省演艺集团交响乐团常任
指挥程晔执棒指挥。总导演邢时苗
表示，歌剧能通过音乐沟通人心，不
仅让一个和蔼可亲的总理形象走进
了人们心里，也凸显了中国人独立自
主、自信自强的民族品格。

江苏原创歌剧《周恩来》
亮相紫金文化艺术节
省委书记娄勤俭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