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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焦全面小康服务涉农企业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淮安
市第三期“党政亲商会”近日召开。
10 家在淮农业企业共提出 30 条问题
和建议，目前全部交办给相关部门落
实。“党政亲商会”是淮安市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的又一重磅举措。淮安市委
书记蔡丽新表示，推进高质量跨越发
展，就要构建更加密切的亲清政商关
系，更好地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凝聚起
推动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

政府和企业的一场“约会”

“最近公司在做秸秆打包工作。据
了解，秸秆还田有补贴。我们打包了，百

姓就没办法拿到补贴。如何解决这个矛
盾？”在第三期“党政亲商会”上，江苏紫
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曾文正提出
疑虑。针对秸秆综合利用问题，他还建
议加大对秸秆收储和利用主体的扶持力
度、对秸秆离田进行必要的资金补贴。

在淮安，这样的“党政亲商会”已
举办三期。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年3月
淮安市建立“党政亲商会”制度。“亲商
会不是会议的会，而是政府和企业约
会的会、会办的会。”该市有关负责人
这样定义“亲商会”。

淮安“党政亲商会”每月举行一
次。每次会议由一位市领导主持召

开，参会企业可以提出在经营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后，这些问题
由淮安市委营商环境优化办公室牵头
交办给各个部门落实。

记者了解到，前两期“党政亲商
会”，33 位企业家共提出 51 个问题和
39 件建议，会后转交全市 5 个县区、1
个园区、23 个部门和 4 家单位会办。
目前，51 个问题办结 33 个，办结率
64.7%，其他 18 个部署并长效推进；
39 条建议办结 32 条，办结率 82%,余
下7条部署并长效推进。

“疫情打乱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
但参加首期‘亲商会’后，我心里有了
底。”百斯特投资集团董事长王强众
说，会上自己提出5条建议，目前已办
结3条，还有两条正在推进中。

王强众提出的“实施农产品深加
工提升战略，建立新零售食材基地”等
建议，目前已被采纳。淮安市正在筹
备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市乡村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化农业重大项
目招引，壮大培强农业龙头企业。

打通惠企纾困“最后一公里”

在三期“党政亲商会”上，不少企
业提出同一个问题：受疫情影响企业
出现困难，希望政府在房租、税收、社
保上给予扶持。

在淮安市政府不久前召开的“减
税费优服务、助复产促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这一问题有了答案：除减免税政
策外，对因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期办理
纳税申报的 1878 户纳税人准予延期
申报；对全市个体定额户申报期由按
月调整为按季；社保费“免减缓补”可
为全市 1.93 万家企业节省养老、失业
及工伤保险费近15亿元。目前，减免
中小企业房租1200余万元。

近年来，为助力在淮企业高质量
发展，淮安市实施一系列优化营商环
境改革， ▶下转3版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凝聚高质量跨越发展强大合力

淮安创新打造“党政亲商会”

本 报 讯 （记 者 陈 雨 薇） 13
日，苏州生命健康小镇产业园首期
交付开园，迈哈德、国科均豪、格格
医疗等23个项目签约入驻，总投资
达 20.13 亿元。同日，金融、人才、
药监3大专业服务平台揭牌投用。

苏州“生命健康小镇”地处苏州
高新区，总规划面积3.61平方公里。
小镇明确以生命科技、智慧健康、高
端医疗器械等生命健康前沿领域为
核心产业方向。此次入驻的23个项
目以及已签约的近20个项目，都是

“清一色”的生物医药产业，其中有9
个获批苏州市级及以上人才项目。
同步投入建设的 3 个专业服务平台
将为这些入驻项目提供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机构就在身边，让我
们感到无比安心，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江苏坤丽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赵志强说，他们将投资6亿
元在小镇打造生产基建项目，用于创
新生物制药的研发、中试和生产。

“苏州高新区将以生命健康小
镇的投用为契机，全力构建科研、孵
化、生产、应用、人才培养于一体的
生物医药产业生态，推动苏州‘一号
产业’取得新的发展。”苏州高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虎丘区区长毛伟表
示，到 2022 年，苏州高新区将集聚
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企业 600 家，
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二十亿元资金

+

三大服务平台投入

苏州重磅引爆

﹃
生命健康小镇

﹄

本报讯 （田 敏 周 莹 志 明）
12日，由中国渔业协会等主办的中
国龙虾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盱
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龙虾产
业知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聚一
堂，携手推动龙虾产业向更高质量
发展。

去年,我国小龙虾产业经济总
产值突破4000亿元，成为当前农村
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特色产业之
一。与会专家认为，这千亿级市场
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养殖技
术跟不上、养殖规模爆发式增长引
起部分地区季节性供求不平衡、加

工业技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等。大
会以“新背景、新科技、新模式”为主
题，从龙虾苗种繁育、餐饮加工、电
商销售等方面为行业发展问诊把
脉、分析探讨。

会议现场，经由中国渔业协会
批准，盱眙县联合全国各地龙虾行
业协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成立
中国渔业协会淡水龙虾分会，以期
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特色共推龙
虾产业发展。深圳宝能物流集团
生鲜事业部与盱眙龙虾产业集团、
阿里巴巴数字乡村与区域经济发
展部与盱眙县农业农村局分别签
署合作协议，在现代化龙虾加工生
产线建设、“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城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大会
还举办了主旨演讲、权威发布、专
题报告等活动，为全国小龙虾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全国专家学者产业代表齐聚盱眙

为龙虾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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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推荐

最近到苏南苏北数地走访，不约
而同都谈起了招商引资，谈起了当年
昆山“拆笔记本电脑研究、推进招商”
的故事。体味“拆笔记本电脑招商”的
变与不变，对做好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工作不无裨益。

想当初，昆山招商人员把一台笔
记本电脑拆开，紧盯其中 1000 多个主
要零部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开展招
商，持之以恒、滴水穿石，最终构筑了

一条规模宏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链，成
为江苏“双招双引”的经典案例和佳话
美谈。时过境迁，“拆笔记本电脑招
商”有哪些“变”与“不变”？

“变”,首先是招商环境的变化。
新世纪前后，世界制造业加快向发展
中国家转移，凭借成本低廉、市场广袤
等优势，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产业转
移的承接地。正因为抓住了这一波机
遇，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外向型经济
风生水起，制造业快速发展。经过这
些年发展，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发生深
刻变化，表现在：部分西方国家“孤立
主义”“逆全球化思维”回潮，“再工业
化”战略启动；自身土地、能源、人力资
源等成本抬升，低成本优势弱化；中西
部地区招商意识“觉醒”、竞争优势上

升，面对多重压力，东部沿海地区招商
引资的难度、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大增
加。“拆笔记本电脑招商”过去可说是

“瞌睡碰到枕头”，往往事半功倍，今天
看效果则要大打折扣。

变的是外部环境，不变的是信心
和定力。当前，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
杂，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
变，逆全球化思维阻挡不了全球化的脚
步。数据显示，3月，上海实到外资依然
同比增长20.8%；4月，我省无锡外贸进
出口同比增长6.7%，这从侧面显示，我
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和优势。
既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因时而动，又
把握好“不变”，在不确定性中增强确
定性，就能增强招商引资的自觉与自
信、耐心与定力。 ▶下转3版

“拆笔记本电脑招商”的变与不变
刘庆传

深耕实体经济
全力打造“实力海门”

滨湖：好山好水好营商

“实体经济兴则海门兴，实体经济
强则海门强。”海门市委书记陈勇说，
海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配置、工作力
量等方面向实体经济聚焦，坚定不移
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为打造“实力海
门”筑牢坚实基础。

无锡滨湖区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40 条”，提升政策厚度、效率速度、服
务温度和改革力度，打造优势独具、功
能独具、魅力独具的营商环境最优区。

本报讯 （记者 卞小燕）“推进黄海湿地
保护不仅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还有特殊的
多重价值，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以生态合作引
领对外开放的新路径。”6 月 13 日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在盐城市举办的环黄海生态经
济圈专家研讨会上，盐城市市长曹路宝表示，
推动环黄海区域建设生态经济，不仅是加强
黄海生态全面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区
域开放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去年 7 月，盐城黄海湿地作为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我国也将于 2022 年推动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遗产申报工
作 ，为 共 同 构 建 起 黄 海 生态区，江苏、河
北、辽宁、山东、天津、上海的滨海湿地将形
成紧密的生命共同体。而同处黄海生态区
的 朝 鲜 、韩 国 ，自 2017 年 起 连 续 参 加 黄

（渤）海湿地国际会议，与中国围绕黄海生
态区开展系列务实合作，为共建黄海生态
区营造国际氛围，更为推动产业互补、经济
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黄海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
总面积约 38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海洋开发
最早、利用最广泛的海域，也是生态保护最
迫切、生态环境最脆弱、生态意义最重要的
一个片区，更是沿线城市和地区、国家之间
联系最紧密、经济最活跃、开放合作最好的
地区。

专家呼吁，推动环黄海生态经济圈建
设，实现从环渤海湾的国内区域经济联动
发 展 ，扩 大 到 环 黄 海 地 区 的 国 际 经 贸 合
作。沿黄海地区是韩国主要对外投资区之
一，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中韩两国将从经
济合作转化为生态、经济等全方位合作，这
一重大战略的转换，给盐城等沿黄海地区
的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环黄海生态经
济圈建设涉及范围更广、领域更大，意义更
为深远。”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去年申遗成功是盐
城打赢的一场战役，推动环黄海生态经济圈
建设是又一场新战役。

“环黄海地区是东北亚重要的经济圈，是
推动国内区域合作走向国际的重要空间。”
曹路宝表示，生态与经济融合互动，是疫情
防控新常态下加强国际经贸往来的有效路
径。全方位深化对外开放，可将生态牌、经
济牌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牌。

探索以生态合作引领对外开放新路径盐城推动环黄海生态经济圈建设

昨日，连云港市连云区 2020 年征兵工作政策解读活动在嘉瑞宝广场
举行，吸引众多立志参军报国的青年前来咨询。图为人武干部给青年讲解
征兵政策。 朱华南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昨天是

﹃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
，南京市鼓楼区在大观天地广场举行

﹃
玩转非遗

﹄
活动

，邀请剪纸

、糖画等非遗传承人前来展示非遗项目

。图

为市民在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

﹃
彩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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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