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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6日，2019年产业
互联与数字经济大会暨第二届工业互
联网平台创新发展大会在苏州开幕。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
长庄树新，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
长赵德江，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
绍敏，副省长马秋林等出席大会。

蓝绍敏在致辞中表示，当前，苏
州正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一体化、自贸区建设等多重国
家战略叠加实施机遇，规划建设“现
代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为
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
最好的平台、打开了最佳的窗口。苏
州将进一步坚持创新驱动激活力、扩
大开放添动力、“触网”发展借新力，
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定制优质到
位服务、提供要素保障支撑，持续推
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全力打响“工业互联网看苏州”
品牌，助推苏州迈向全国数字经济、
工业互联网高地。

王新哲强调，工信部将立足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
网平台建设推广，着力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为驱动实
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庄树新指出，国资委高度重视数
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
坚定支持中央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历
史机遇，持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集团
管控创新、生产运营变革、业务模式
转型、自主可控保障。

本届大会以“探寻数字化转型之
路”为主题，全面呈现我国工业互联
网平台创新发展情况。

(付 奇 俊 杰 孟 旭)

产业互联与数字经济大会暨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开幕

本报讯 11月6日，庆祝第20个
记者节暨省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新闻
舆论战线的170余人参加会议。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出席会议
并讲话，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吴兢出席会议。

王燕文代表省委和省委宣传部，
向全省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诚
挚的问候。她表示，今年以来，全省
新闻舆论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高扬爱国主
义主旋律，全面展现各地改革发展的
火热实践，生动讲好新时代江苏发展
故事，广泛凝聚了全省上下力量。

王燕文强调，进一步做好新形势
下的新闻舆论工作，要以更高站位把
准新闻舆论工作历史方位，把握治国
理政的大势，把握技术革命的潮流，
把握舆论生态的变化；以更大作为拓
展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用正确导向
校正发展方向，用内容优势赢得传播
优势，用一体发展引领深度融合；以

更强自觉当好践行“四力”的排头兵，
在践行“四力”中增强政治定力、涵养
家国情怀、深化融合转型、传承初心
使命。王燕文说，我们身处一个气象
万千、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民族复兴
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新闻工作者大
有可为也必定能大有作为。希望大
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
者，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举行了省记协新媒体专业委
员会揭牌仪式，向资深新闻工作者代
表颁发荣誉证书、证章，2019年度中
国新闻奖和江苏新闻奖获奖代表、资
深新闻工作者代表、“好记者讲好故
事”记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又讯 11月5日，江苏省记协召
开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暨新媒体专
业委员会成立预备会，增补杨力群、
李贞强、周蕾、张建康、何聪、刘兆权、
双传学、赵磊为省记协副主席，增补
王宛璐等18位一线岗位人员和新兴
媒体代表为理事。 （卢晓琳）

我省举行庆祝记者节暨
省记协新媒体专委会成立大会

已是深秋，常州市武进区欣盛超
微电路载带芯片项目建设却是一片
热火朝天，芯片设计、载带生产、封装
测试等15条生产线即将投产。这个
总投资30亿元的重大项目，建成后
年产值可达100亿元以上，将是国内
最大的COF驱动芯片生产基地。

紧扣重大项目“牛鼻子”，攀登全
球价值链高端。今年以来，武进重大
项目招引取得新突破——引进超
100亿元项目2个、超50亿元项目3
个、超30亿元项目3个，省重点项目
在建率100%。常州市武进区委书记
李林表示，要大力弘扬“事事当争第
一流”的阳湖精神，拿出“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拼搏干劲，紧盯“十大产业
链”，全力以赴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推
动武进制造向武进创造、智造，武进
速度向武进质量、效益华丽蝶变。

2017年，武进全面启动5个“三

年行动计划”，其中“产业创新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主攻优质大项目，突出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导向。
武进瞄准“五新三高两智能”十

大产业链：“五新”即新能源汽车及汽
车核心零部件、新材料、新一代信息
技术、新能源产业、新医药及生物技
术，“三高”即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航
空装备、节能环保，“两智”即智能制
造装备和智能电网，重点引进投资强
度高、产出效益高、科技含量高、产业
关联度高的项目，打造具有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翻开2018
年武进招引项目目录，“十大产业链”
及其他前沿产业领域项目占比
61%。今年9月26日，武进44个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总投资109亿
元，均属“十大产业链”项目。

亩产论英雄，项目不再一味追求
数量多、体量大。武进以节约集约用

地、节能降耗减排、增加单位产出为目
标，收严收紧重点行业产业项目准入
条件。去年5月，武进国家高新区印发
项目准入标准，明确要求“入区项目固
定资产投入不得低于每亩350万元，年
亩均入库税收不得低于36万元”。

强化“以民引外”，内外资企业协
同发展。作为“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之一，武进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占比达
94%。“充分发挥民企民资民智优势，
引导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境外
上市等方式，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
在增强综合竞争力的同时，吸引大批
外资合作伙伴在武进落地。”武进区
商务局局长吴嫔说。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是武进“以民
引外”的主要形式。位于武进的远宇、
鸿联、常发、新誉等多家大型集团企业，
通过与外企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
经营理念和现代管理体制，迅速成长
壮大，成功进驻国际市场，实现产业链
高攀。以今创集团为例，2003年起，该
企业先后与泰勒维克、日本小糸、住友
电工、东海橡胶、纳博特斯克、德国虎
伯拉等国外企业合作，成立7家合资
公司，累计引进外资近亿美元，现已成

长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领先企业。
鼓励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是武进

“以民引外”的另一重要途径。近两
年，武进健全民营企业境外上市服务
机制，加快形成境外上市企业集群。
目前，武进共有瑞声科技、南方通信、
江南金属等10家企业在境外上市，每
年对武进利用外资贡献率超过20%。

对于招引来的大项目，武进用
“企业思维”“企业视角”再造流程，区
委书记带头，弘扬“店小二”精神和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把一张
张“效果图”“施工图”尽快变成“竣工
图”。各级领导干部对未开工的项
目，实施精准服务，争取早开工；对已
开工的项目，紧盯关键环节，持续跟
踪服务，争取尽快建成达产。通过强
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确保重大项
目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上半年武进
共办理各类退税32亿元，并通过区
领导挂钩联系重点企业等制度设计，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股改上市、项目建
设、信贷融资等方面问题。上半年，
武进新增立华、国茂两家上市企业，
全区上市企业累计达32家。

本报记者 万小珍

紧扣重大项目“牛鼻子”攀登全球价值链高端

奋楫争先，武进按下发展快进键

本报讯 11 月 6日，2019 南京
（国际）动漫创投大会开幕。大会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南京市政
府指导，省广播电视局、南京市委宣
传部主办，旨在为动漫创意与多维度
资源搭建零距离沟通平台，将大会打
造成国内外动漫行业中专注创投的
国际化、专业化品牌活动。副省长王
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江指出，当前动漫产业日益成
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办这
次动漫创投大会，既是江苏广播电视
系统深入推进广播电视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具体实践，也是深化交流研

讨、推动业界合作的有力举措。希望
主承办方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充分利
用这一促进动漫产业健康发展的创
新平台，加大跟踪服务力度，优化创
业创新环境，加快弥补动漫创意研发
短板，努力把江苏打造成为全国动漫
产业发展高地和示范省份。

本次大会将持续至11月8日，
其间将举办三大主题论坛，分享国际
动漫产业前沿信息，探索中国动漫产
业市场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路
径。此外，大会还设置现场提案、闭
门商务路演、一对一洽谈、金陵“漫”
话等互动交流环节。 （吴雨阳）

南京（国际）动漫创投大会开幕

本报讯 11月6日，江苏省互联
网行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
立大会在南京举行。省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燕文，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会长任贤良，省军区副司令员
田厚玉等参加大会。

会上，王燕文和任贤良为省互联
网行业联合会揭牌。任贤良在讲话
中指出，江苏是网络社会组织工作的
兴旺发达之地，江苏省互联网行业联
合会的成立必将为全国网络社会组
织工作的发展提供江苏实践、江苏经
验。希望联合会胸怀全局、志存高
远、快马加鞭，配合网信部门深入实
施网络社会组织同心圆工程，更加有
力地推动江苏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互联网行业联合会由省

互联网协会、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南京市网络文化协会、镇江市网络社
会组织联合会、徐州市网络文化协会
等5家单位发起，江苏省委网信办主
管，是全省各级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在
网信领域内享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
者等自愿结成的全省性、联合性、非
营利性社会团体。联合会首批会员
单位65个、个人会员7人，覆盖网络
安全、网络文化、网络公益、信息化建
设等各方面。

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
会、监事会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等社团负责人。大会向全体会员发
出《共筑网上网下同心圆 助力网络
强省建设》的倡议。全国30家省级
网信办、20个社会组织为大会发来
贺信。 （卢晓琳）

省互联网行业联合会第一次
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举行

本报讯 泰州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11月 6日决
定，接受史立军同志辞去泰州市

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任命朱立凡
同志为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代理市长。

朱立凡同志任泰州市代理市长

“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展示项目亮相进博会，上久楷宋锦作为代表走上世界顶级“秀台”。
本报记者 赵亚玲摄

进博会，一个“东方之约”，一座
“国际舞台”。这里既是国外企业竞相
展示实力、积极拓展中国市场的舞台，
也蕴藏着我国各界分享红利、寻求合
作的重大机遇。江苏，作为毗邻上海
的开放大省、经济大省，相关各界在本
届进博会上主动作为、勇于担当，携手
世界共创美好未来。

将全球好产品引到江苏来

两天来，“四叶草”展馆到处可见江
苏人忙碌的身影。苏豪控股集团董事
长王正喜带领由256人组成的企业团
队赴会，不仅规模是参加首届进博会时
的两倍，业务板块也扩展到贸易以外的
文化、投资等。“作为江苏的国有外贸企
业，我们不仅要把江苏制造的好产品推
向全世界，也要把世界上更多的满足百
姓需求的好产品引到江苏来。”他说，首
届进博会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集团进一
步拓展进口业务，韩国面膜、智利水产
品等新业务稳步推进。借助这个平台，

“贸易+投资”“贸易+文化”新业务模式
也得到有效促进。苏豪控股从贸易、服
务、投资等方面多维度发掘进博会价
值，此次进博会预计成交金额超过
7200万美元，包括进口装备、医疗器
械、食品及农产品、护肤品等。

首次参加进博会的江苏省中医院
副院长朱佳，6日上午在展馆转了一
圈后直呼“非常震撼”：“相比过去参加
的进口医疗器械展，这次视觉冲击更
强烈。这里展示的很多都是高精尖医
疗设备，对我们提升诊疗水平、服务更
多病人，是个很好的机遇。”省中医院
仙林新院年底封顶，CT、核磁共振等
设备必须提前考虑。这种采购如果单
个项目找，有很多局限性。现在看样
订货，既节省时间，还有更多选择机
会。进博会第二天，省中医院就与飞
利浦、西门子、美国通用、奥林巴斯等
达成CT、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等采购意
向，总金额近3000万美元。

“今天早上我们接洽多家参展商，

比如韩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希杰、世界
500强惠氏集团等，他们非常看好中
国市场，也对淮安明年举办的第三届
食品博览会很有兴趣。”淮安市商务局
副局长江汉聪说，进博会参展品牌、参
展商多且层次高，通过洽谈，可为明年
的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作准备。

跨国巨头希望与江苏更多合作

6日上午开始，飞利浦公司展位
上，购买大型医疗设备的签约仪式一
场接一场，其中包括江苏省中医院、南
医大第二附属医院的采购签约。

上世纪90年代起，飞利浦就在我
省投资，目前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
其中总投资6400万美元的飞利浦医
疗（苏州）有限公司已成为公司影像设
备研发基地。本届进博会飞利浦带来
一系列创新成果，包括全球最小的“探
头即超声”便携式超声仪器、全球首款
AI驱动内置传感器剃须刀等。

在跨国IT企业戴尔科技集团展
台，Latitude 7400二合一“领航”商
用笔记本吸引不少参观者。这款笔记
本窄框大屏小机身，是戴尔有史以来
最小巧的14寸二合一笔记本，续航能
力达24小时。

“戴尔这款笔记本产自昆山。”戴尔
上海江苏高级销售总监顾海波说，江苏
是目前与戴尔合作最紧密的省份之
一。戴尔售往全球的笔记本约七成产
自昆山，江苏采购戴尔产品的也非常
多。“我们希望与江苏有更多合作，目前
正在与扬州生态科技新城创新基地开
展产教融合合作，与南通、镇江等地进
行智能制造和智慧物流方面洽谈。”

“我们与江苏合作非常多，在苏锡
常和南京都有合作。”通用电气副总裁
杨丹介绍，通用电气公司与江苏在航
空、能源、医疗、交通等多方面建立合作
关系，目前在江苏设有7家独资和合资
生产制造企业。她认为，江苏在高端制
造方面有人才、产业链两大优势，接下
来会与江苏在高端制造方面深化合作。

江苏文化元素闪耀进博会

学宫学生读书、贡院放榜……时
光仿佛倒转，古代的夫子庙仿佛立于
眼前；镜头一转，秦淮花灯、南京白局、
老字号店铺……现代夫子庙步行街繁
华灿烂。在进博会中国馆“幸福中国”
单元，1分钟的裸眼3D视频，展示南
京十里秦淮风光。进博会第二天，各
种江苏文化元素闪耀进博会。

“本届进博会，在全国选取4条步
行街进行裸眼3D展示，夫子庙步行
街就是其中一条。”南京夫子庙管委会
副主任江永强介绍，通过向世界呈现
步行街全貌，邀请世界各地游客。在
现场，夫子庙步行街展示的文创产品
也广受欢迎。使用刷脸支付，只要一
分钱就可获得风雅秦淮八音盒、金榜
题名状元郎摆件、金陵雅韵书签等夫
子庙特色文创产品。

凤凰纹样女士旗袍、兼具时尚造
型的宋锦手包……在进博会“非物质
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文化展区，苏
州上久楷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的展
品吸引人们驻足观赏。上海女孩顾佳
佳对这些传统与现代精美结合的宋锦
展品充满兴趣。“这款包既有现代时尚
感，又有传统典雅美。”上久楷招商总
监沈超热情介绍，6日上午有五六千
人来到展台，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期待在这里更好地展示传统工艺魅
力，也希望与更多的外商合作。

11月9日，苏州市评弹团还将在
进博会表演苏州评弹，现场演绎《太湖
美》《游山塘》两首曲目，向中外观众展
示独特江南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许海燕 邵生余
见习记者 丁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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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交汇点
看精彩视频6日，进博会观众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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