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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鹿 琳） 4 月 28
日，南京市建邺区发布《“建邺合伙
人”实施办法》，拟从符合区主导产业
和重点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无严重失
信和金融风险的企业中，筛选 50 家
作为“建邺合伙人”。通过为企业提
供差别化的政务、创新创业、投融资、
生活保障等服务以及参与“建邺合伙
人”企业投资，增强企业区域黏性，实
现企业与城市“共生共长”。

“建邺合伙人”企业在符合金融
风控要求下，“初贷保”额度由 500
万元提高至 1000 万元，“补贴贷”额
度最高放大至补贴额度的 2 倍，优
先保障“过桥保”或“接龙贷”等产

品，并纳入重点企业支持名录库，区
直投基金优先选资。经认定的“建
邺合伙人”可指定一名高管成为“建
邺莫愁卡”持卡人，享受政务服务、
交通出行、租房住房、子女教育等十
项服务保障。

“‘建邺合伙人’是经过挑选的、
具备高成长性的企业，既能带动行
业、生态的改变，也是区域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建邺区主要负责人认为，
应对疫情影响，落实“四新”行动，建
邺将锚定高质量发展再发力、再提
速、再突破，与企业结成紧密型发展
共同体，让河西·建邺真正成为各路
英才干事创业的热土。

让企业与城市共生共长

建邺与50家企业结成“合伙人”

4 月份以来，海安市民孙坚惊喜
地发现自己家小区周边及市区很多
地方新增了一批小游园、健身小广场
和停车位，周边环境和城市面貌变得
更加美丽了。这是海安市今年实施
城市“微空间”治理的生动体现。

去年 11 月，海安市在强化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中，回应群众关切，满
足群众诉求，启动实施“微空间”治
理工程。今年，“微空间”治理建设
工程被纳入民生实事工程。“老百姓
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
题。”海安市委书记顾国标表示，党
委政府从百姓期盼的事做起、从百
姓不满意的事改起，让百姓从家门
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变化”中感
受“微幸福”。

顺应民意，消除创建“盲区”

去年底，顾国标在海安城区锦绣
花园北大门附近调研文明城市创建，
小区居民陈同生等人反映，距大门不
远处的一处空地变成垃圾堆，与周围
环境格格不入。调研发现，部分社区
绿化带存在毁绿种菜、一些居民区夹
有“插花田”、部分废沟塘长满杂草无
人清理等现象，成为城市文明创建中
的“牛皮癣”。

让海安城市更精美、让群众生活
更美好，开展精细化治理势在必行。
顾国标随即召集相关部门、区镇主要
负责人专题研究治理良策，着眼消除
城市文明创建死角和盲区，立足从细节
上凸显创建“绣花功夫”，▶下转4版

从百姓期盼的事做起 从百姓不满意的事改起

海安：“微变化”中感受“微幸福”

本报讯 （汪 滢 安 琪 江 萱）
扬州市江都区 4 月 28 日举办“2020
中国·扬州（江都）数字经济发展大
会”。数字经济招引类、技术合作和
人才引进类、智能制造类这三大类共
32 个项目现场签约，江都区委书记
张彤为10位智能制造服务领域的专
业人士颁发“首席数字官”聘书。

从通过智能设备完成整个生产
流程的“黑灯工厂”到公园智能屏幕
里的虚拟“太极大师”，从安全生产与
应急管理一体化综合平台到城管无
人机 AI 中队，大会现场用实地视频
连线的方式，让大家感受“数字经济”
落地生根带来的方方面面变化。

江都近年来深入实施“数字经济

三年行动计划”，连续两年举办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峰会、“江都杯”人才创业
大赛。引进总投资30亿元的博智机
器人、总投资10亿元的中国商飞·中
科蓝海民用飞机智能视觉装备研发制
造、总投资36亿元的光线电影世界国
际制片区等一批重大项目，培育出“四
新”产业园等一批数字经济载体。全
力打造“1+N”大数据平台和扬州市人
工智能研究院，落户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重点项目总投资近150亿元。

大会发布了江都新的“数字经济
三年行动计划”——到2022年，让数
字经济全面融入产业、城市、政务、生
活等各个方面，全区数字经济总量突
破500亿元。

数字赋能
江都“新城市”呼之欲出

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徐州以更大
魄力淘汰落后产能，谋求产业结构与
生产方式的转型、变革与调整，加快
抢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最近，徐州市举行的多个会议传
递鲜明发展导向。4 月，徐州发布重
点工业企业（集团）培育工作方案，除
了以徐工集团为代表的千亿级企业
外，一批新能源、新医药等百亿级和
具有百亿级潜力的企业成为培育重
点；3 月，徐州聚焦钢铁、焦化、水泥、
热电等四大行业举行布局优化和转
型升级推进会，明确目标任务。

卸下包袱，加速闯过转型关

4 月 1 日，《江苏徐州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方案（2019-2025年）》
等第二批 8 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的建设方案开始实施，其中要求徐州
争创国家老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产
业转型升级“双典范”。

转型之箭，徐州已满弓射出。早
在2018年5月，徐州就聚焦四大行业
进行整治提升。比如对全市 11 家焦
化企业，优化整合形成 3 家综合性焦
化企业，到今年焦化产能压减 50%。
两年来，徐州关停退出粗钢产能达

243 万吨，减量置换削减产能 250 万
吨，累计完成去产能近500万吨。

“这是徐州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
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举措，是调整优
化‘重化型’工业产业结构，减少煤炭
消耗，降低污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
的迫切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徐州市市长庄兆林说。

疫情影响下，徐州传统产业再次
站在转型的风口浪尖。徐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局长王伟表示，不少钢铁、化
工企业已经建厂10多年，大多设备老
化，生产粗放，转型是必由之路。“只有
淘汰落后产能，才能重塑新空间。”

贾汪青山泉镇，曾经遍布焦化
厂，如今全新建起徐工配套产业园。
该镇党委书记张兆友很感慨，“原先
的企业是纳税大户，关掉很心疼，但
转型这场硬仗必须打好。挺过阵痛
期，定会迎来艳阳天。”

放眼徐州，转型春风扑面来。中
新钢铁、徐钢集团等企业的产品不断
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水泥行业形成
3 条日产万吨熟料生产线、热电行业
平均装机容量达到 30 万千瓦以上，
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危中求机，抢占发展“智”高点

进入二季度，位于徐州经开区的
江苏天科合达公司已经接满全年订
单。作为从事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
晶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
业，坐拥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生
产线。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介
绍，他们的 150 台单晶生产炉满负荷
生产，将全力完成今年 1.5 亿元的产
值目标。

拥抱新科技，发展新经济，在疫情
面前，企业有了更强抗风险能力，也为
徐州经济注入更多活力。▶下转2版

闯过阵痛期 抢占“智”高点 提升竞争力

徐州：转型再出发 跑出高质量
本报讯 （记者 黄 伟） 国务院

办公厅信息公开办根据新修订的《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日前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和国务院部门2019年度政务公开
工作进行评估。在省级政府序列，江
苏为优秀单位，位列第二名。

上一年度，我省多类型多向度加
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着力发挥依申
请公开制度功效，稳步推进政府信息
管理服务，规范建设政府信息公开平
台，强化信息公开监督保障，着力满
足人民群众政务信息需求，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在省级层
面，我省将 50 家省级机关单位年度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法治建设监
测指标、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
系，加强日常指导和监督检查。在各
设区市，政务公开内容纳入本级政府

市级机关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
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及时修订完

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省政府办公
厅发布《江苏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须
知》。在全国率先出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办理答复规范》，明确信息公
开答复处理“五步法”，提供 26 个信
息公开申请答复格式文本，增列 5 项
便民举措，国办向全国转发推广。同
时，率先出台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
序发展意见，开展自查自纠和检查抽
查，一批做得好、有影响、群众欢迎的
政务新媒体发展态势良好。

今年我省将继续深入贯彻《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切实加强政务信息
管理，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制度，
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基
层政府信息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推动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新进展。

政务公开工作全国评选

江苏位列省级政府前列

天目湖、南山竹海、曹山⋯⋯在生态
资源优势明显、文旅产业特色鲜明的溧
阳，无论是知名景点还是品质民宿，正有
序恢复往日的人气。统计显示，“五一”
假期前 3 天，该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分
别接待游客3.56万人、8.24万人、7.75万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日均降幅持续收
窄，展现出良好复苏势头。

今年“五一”假期是进入常态化疫情
防控阶段后的第一个长假，群众出游意愿
强烈。全省各地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扎
实做好景区有序开放、有效防控，积极创
新文旅产品，让广大游客安全游、健康游。

新标配：
提前预约现场扫码戴口罩

“五一”期间，无锡博物院及下辖文博
场馆正常开放，观众提前登录锡博官网预
约，现场扫码、戴着口罩参观游览。博物
院展厅内，观众们文明有序参观，不聚集、
无喧闹，在安静氛围中与文物“对话”。

南京市玄武湖景区玄武门入口处，

醒目摆放提示牌，通过微信预约的游客，
现场扫码登记获得凭证后直接入园。游
客戴口罩、有序排队，接受体温检测后依
次进入景区。红山森林动物园以家庭亲
子游居多，游客在入口处输入身份信息
购票，出示健康码、检测体温后依次排队
入园，秩序井然。

4月下旬恢复开放的无锡融创乐园，
“五一”期间迎来了许多本地家庭游客。
融创乐园严把疫情防控关，在装备区、休
息区和洗手间等公共区域定时消毒，全
体员工戴口罩。游客进园时主动戴口
罩，配合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

实行参观预约制，对游客易集聚区
域采取有效分流措施，确保了景区游览
秩序安全可控。5 月 2 日，苏州平江路、
山塘街游客瞬时承载量达到峰值，有关
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关口前移，临时
关闭主入口通道，主动分流游客。当天
中午，狮子林检票处出现人潮，景区管理
处立即采取应急措施，5 分钟内完成疏
导，并及时优化入园程序。

新体验：
创新文旅产品满足多样需求

在常州太湖湾，露营谷集房车宿营、
拓展训练、农趣体验、生态游乐于一体，
成为苏南地区户外生态旅游“打卡地”；
环球动漫嬉戏谷打造了上百个体验项
目，还与腾讯合作推出线下儿童体验区

“洛克王国”等七大主题区域。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各地创新思

路、危中寻机、苦练内功，有的推出新的
文旅产品，有的加大集成创新，在“五一”
假期接受游客检验。

从金鸡湖月光码头出发，途经娄江
抵达环古城河耦园码头，苏州新推出的
城湖联动夜游展现了姑苏古城别样魅
力。“五一”前夕，苏州文旅新品牌“姑苏
八点半”闪亮登场。

发力夜间经济，是苏州提振文旅市场
信心、促进消费回补的突破口、发力点。苏
州10个板块联动，围绕夜show、夜游、夜
食、夜购、夜娱、夜宿6个“面”，▶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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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面对企业复工
缺人手而劳动者求职困难的尴尬
局面，建湖县落细落实各项政策举
措，接连打出稳就业、保民生组合
拳，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为企业减负 为就业赋能

送工稳岗，建湖打出复工复产组合拳

4日，东台西溪景区300多亩“虞美人”盛开，市民纷纷踏青、留影、拍抖音，共享美丽景色。 崔恒平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