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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3 月 29
日，省长吴政隆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和省委工作要求，分析研
判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
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对进一
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总书记在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上的重要讲话，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结合中国抗击疫情实践经
验，就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稳定
世界经济提出主张，发挥了重要引领
作用，为全球抗疫传递了强大信心。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境外疫情防
控形势，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
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

会议强调，要落细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真正做到有
输入、无风险，防得住、放得开。要进
一步加强联防联控， ▶下转2版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外防输入
内 防 反 弹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工 作

吴政隆主持

日前，常州、镇江不约而同召开
旅游发展大会，常州吹响“文旅休闲
明星城”建设的集结号，镇江则定位
为“国内知名的网红城市”。两个城
市都提出，用旅游的理念规划城市，
用景区的标准经营城市，给人启发，
催人思考。

一直以来，城市发展旅游业习
惯于“景”上添花，砸下真金白银，开
发出一个好景区，以此吸引游客。
常州这座从未出土过恐龙化石的江
南城市，通过“无中生有”打造出以
恐龙园为首的主题乐园矩阵，一举
撬动当地旅游产业的逆势崛起。随
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着力
发展全域旅游，喊出“城区即景区”
的口号，建设城市中心公园，恢复古
城区建筑风貌，打造商业步行街，这
种以“城”相待的新模式正在成为一
种潮流。

从“景”上添花到以“城”相待，
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休闲度假游成
为新的发展趋势。根据旅游消费发
展的规律，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
元时，休闲游骤升；当人均 GDP 达
到 3000 美元时，度假游渐旺。早在
2008 年 ，我 国 人 均 GDP 就 达 到
3266.80 美元，旅游业进入休闲度假
游发展阶段。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
看景观、逛乐园，更希望深度体验地
方风土人情;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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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云霞

2019年初雪那天，在海拔2700多米的青海海东
市乐都区峰堆乡，村民头顶雪花，将一袋袋洋芋装上
卡车。车上贴着红色标语“东西部协作消费扶贫第一
车”。当晚，装满 32 吨洋芋的卡车出发了，历时 4 天、
跨越 2100 公里到达江苏省无锡市，变成无锡人餐桌
上的美食。峰堆乡党委书记李玮在朋友圈写道：“东
西部扶贫情真意切，订单销售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
了实惠。”

在青海，在西藏，在新疆，在陕西⋯⋯江苏干部来
了，江苏的卡车也来了。一车车牛羊肉、苹果、猕猴
桃、小米等对口受援地的农特产品，跨越千里来到鱼
米之乡，成为江苏消费扶贫的重要路径。

线上线下齐发力

峰堆乡的洋芋一车车运往无锡时，陕西省深度贫
困县——岚皋县的特产“岚皋魔芋”获颁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证书，同时与江苏等省份5家企业签订5.38
亿元的产品经销协议。这意味着，常州的市民可以在
新北区“紫岚超市”买到含富硒成分的“岚皋魔芋”了。

消费，一头连着广阔的市场，一头连着广袤的产
地。从消费入手，可有效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而江苏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消费大
省，主动探路“造血式”消费扶贫前景广阔。

2019 年初冬，扬州首家对口支援青海海南州贵
南县特色产品体验馆开门迎客，22 家 80 多种贵南
产品走出高原。家住幸福里花园小区的刘女士感
叹，扬州刚被评为“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就在家门
口吃上了青藏高原的美食，还能实现小小的爱心帮
助，感觉很赞。

一个个对口地区农特产品旗舰店、专营店、体验
店和销售专柜出现在江苏各地。陕西宜君名优特产

（大丰）展销中心开业当天，与宜君县 14 家合作社签
订了供货协议，预计全年销售额突破 400 万元；新疆
伊犁特色农产品（连云港）展销中心年交易量近 70
万吨，交易额超 100 亿元，辐射带动伊犁州霍尔果斯
300 余户农牧民增收；在苏州、无锡和南通，共 25 个
窗口展示着贵州铜仁农特产品，同时向上海、苏州、
无锡三地 3129 个社区智慧微菜场和 260 多万户家
庭供货⋯⋯

东中西部携手，消费市场流动愈发通畅。江苏前
方、后方拧成一股绳，出人、出钱、出力，搭平台、拓渠
道、供技术，把对口受援地区的农特产品引入内地，从
而推动消费扶贫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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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积极开展对口帮扶支援合作纪实

·消费扶贫篇

本报讯 （邗宣 陈云飞 汪滢）
日前，扬州丰尚集团向扬州高新区递
交了一份扬州金东机械有限公司、驰
途机械有限公司等扬州市内52家中
小企业名单，请求邗江区政府尽快关
心协调这些中小企业复工。

“复工首日，我们复工率就达
90%，国内市场订单反弹式增长，目前
在手近30亿元订单。”丰尚公司董事长
范天铭介绍，但因为部分上游的中小企
业供应商尚未复工，制约了企业产能。
复工复产是全产业链的事，必须得协调
一致。于是他紧急向政府报送了市内
的上游供应商名录，请求支持。

据了解，对区内丰尚、扬锻、金方
圆、扬力等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邗
江根据产业链配套迫切程度，填报配

套企业清单，大小企业一起“打包”申
报。经审核后，由各地各乡镇驻企联
络员进行上下游实地勘察，尽量保证
相关中小企业与龙头企业同期开
工。目前邗江区公道镇、方巷镇、甘
泉街道等 100 多家中小加工配件企
业已经全部复工。在邗江区工信局，
记者看到了一份骨干企业上游供应
商名录，汇总了邗江区内龙头企业的
上百家供应链企业，其中复工进度一
栏大部分为“已复工”。邗江工信局
经济运行科科长刘楚玄介绍，区工信
局进行区内龙头企业产业链配套企
业摸排后，针对龙头企业复工达产的
痛点难点，成立多个服务工作班组，
一企一策，通过跨区域、跨部门协调，
全力打通企业产业全链条。

邗江：助全产业链企业抱团复苏

本报讯 （李 刚 王 媛） 3月23
日起，徐州市泉山区在全市率先将个
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经营许可业务委
托至永安、湖滨、金山三个业务较为
集中的街道办事处试点办理，最大程
度方便群众复工复产、干事创业。

以前，泉山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在区市场监管
局下设的五个基层分局办理。为继
续优化服务精减流程，区行政审批局
以“一件事”改革为牵引，梳理了我要
开餐馆、我要开超市、我要开理发店
等“一件事”开办事项，将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合并通

办，一次填写提交、一并受理审批、一
窗发放证照，办理环节由 6 个合并为
4 个，办结时间从 15 个工作日缩短
至 8 个工作日内。有意开设小微工
商户的市民，可在线上咨询、申请、办
理、反馈、查询，全程电子化。线下在
试点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设置自助服
务，提供“一窗式”受理、“一口清”导
办，全程帮办、代办。

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下放到街道办事处办理，
不仅方便了群众、提高了行政效率，
还能更好地发挥基层一线事前介入、
事中指导、事后监管作用。

下放事权“扇旺”小巷“烟火气”
泉山区小微工商户可在街道办证

开年第一场大会，往往具有风
向标意义。3 月 27 日，南通召开今
年 首 场 高 规 格 会 议—— 民 营 经 济
发 展 大 会 暨 第 三 届 通 商 大 会 ，放

“大招”“特招”，再掀民营经济发展
新春潮。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
大冲击，广大民营企业面临严峻考
验。”南通市委书记徐惠民在致辞中
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坚定扛
起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责
任，千方百计帮助民营企业化危为
机、抢占先机，越是艰险越向前，把
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发展的节奏
拉上来，把做大做强的豪情壮志树
起来，奋力争当冲刺“万亿俱乐部”
排头兵。

精心呵护
“草根经济”撑起大半壁江山

十强民营企业、十大规模上台阶民
营企业、十大税收贡献民营企业⋯⋯大
会现场，100 多名民营企业家肩披绶
带，走上领奖台接受表彰。令他们既
意外又振奋的是，在主席台就座并颁
奖的，除了南通市主要领导外，还有
中天科技集团董事长薛济萍等 8 名
重量级民营企业家。

“把我们请上主席台，充分体现
了市委市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关爱。”
南通市首届“张謇杯”杰出企业家获
得者薛济萍感慨，中天科技从一家濒
临破产的乡镇砖瓦厂蜕变为销售收
入突破 600 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集

团，成长路上每次遭遇困难，都得到
了地方党委政府鼎力相助。

10多年前就提出争创“江苏民营
经济第一大市”的南通，持续创新优化
营商环境，将茵茵苗圃催生为茂密雨
林——去年年底，私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登记数分别突破22万家和67万
户，保持全省前列。民营经济贡献了
68%的地区生产总值、75%的税收、
77%的投资，吸纳超过 90%的城镇就
业人口，已成为南通经济发展主力军、
创新转型主动力、就业增收主渠道。

尽管南通连续多年在全省营商
环境评价中名列第一，徐惠民却认
为，涉企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今
后制定涉企政策，都要主动听取和吸
纳民营企业家意见，并作为一项制度

坚持下来。
大会刚结束，南通双弘总经理杨

广泽就发现，自己和当天被表彰的民
营企业家等一起，被拉进了一个政企
微信群，书记、市长、分管副市长以及
相关部门的局长、主任都在群里。“群
主”徐惠民说：“大家该吐槽就吐槽，
想发声就发声，我们希望第一时间知
道你们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并保
证第一时间办理。”

创新赋能
高原之上崛起座座高峰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南通振康焊
接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子康却很
镇定：“疫情也好，风暴也好，振康基
本没感觉。” ▶下转7版

群雄竞逐，争当冲刺“万亿俱乐部”排头兵 ——

南通：活力迸发，民营经济涌春潮

3月29日，江苏援武汉医疗队迎
来“高光时刻”——截至当天16时，奋
战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江苏5个医
疗队负责病区患者全部清零。奋战近
两个月，武汉战场上这块“重症高地”
终于被全国医疗精英合力攻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是武汉市新冠肺炎重症病
人救治的 9 家高级别、高水平定点医
院之一，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复
杂。在该院光谷院区，来自上海、广
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 6 个省

市的 17 支医疗队共计 2349 名医务
人员，与近 800 名该院区医护人员并
肩战“疫”，协力同死神较量。

江苏援武汉医疗队指挥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江苏在光谷院区投入精
锐重兵，来自江苏的 5 个医疗队：南
京一队、南京二队、无锡队、苏州一队
和苏州二队共计 656 名医护人员，共
治愈出院 370 人，与兄弟医疗队一起
创下重症救治“光谷经验”，受到国家
卫健委表扬、总结和推广。

“金陵鼓医下楚天，携手江城战

并肩，齐心协力灭厉疫，同舟共济挽
狂澜。”接管病区终于迎来“清零”时
刻，南京一队领队、南京鼓楼医院副
院长于成功即兴在微信朋友圈里写
下一首短诗。他清楚记得，南京一队
132 人 2 月 9 日晚到达，10 日晚开始
收治重症病人。考虑到重症、危重症
新冠肺炎患者的病变累及多个器官
功能，又常合并基础疾病，队伍组建
时就特别考虑到专业结构优势互
补。除了重症医学科、呼吸内科、感
染科、急诊外， ▶下转6版

“江苏队”重症救治经验获国家卫健委推广

全部清零！光谷院区焕“江苏之光”

苏州市平江路古街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

，近日已全部恢复开放

，

商店也已复工营业

。图为二十八日

，市民和游人在古街休闲游览

。

王建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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