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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耿 联） 6 月 18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南京会见了新
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一行，并共
同见证有关合作项目签约。

娄勤俭对新加坡金鹰集团来我
省扩大投资、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
陈江和发挥侨领作用、积极支持中国
慈善事业和疫情防控表示敬佩。娄
勤俭介绍了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我们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因时因势调整工作
着力点和应对措施，用较短时间控制
住了疫情，较快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经济运行企稳向好态势不断巩
固。当前江苏正处在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探索基本现代化新
征程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
建设等重大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这
为广大海内外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
机遇。希望金鹰集团进一步发挥优

势、深耕江苏，推动合作项目加快投
产达效，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江苏，
并带动更多侨资侨智来江苏投资兴
业。我们将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侨资企
业和金鹰集团在江苏的发展，在携手
合作中互利共赢、造福人民。

陈江和感谢江苏省委、省政府对
金鹰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他说，江苏疫情防控精准高效，产业
配套能力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
态势。金鹰集团非常看好江苏发展，
将以此次合作项目签约为新的起点，
抓住发展机遇，加大在江苏的投资发
展力度，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致
力公益事业，在携手合作中为江苏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金鹰
（溧阳）莱赛尔纤维项目、金鹰（如皋）
产业园项目签约。据悉，两个项目预
计总投资超过500亿元人民币。

省领导杨岳、郭元强、惠建林等
参加活动。

娄勤俭会见新加坡
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
共同见证有关合作项目签约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个别地区新
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复，引起了人们的
普遍关注。怎样看待当前的疫情防控
形势，如何有效应对这种疫情变化？
15 日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做出明确回答：
慎终如始、毫不松懈做好江苏常态化
疫情防控。

在连续数月与病毒的较量过程
中，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看不见敌
人的战斗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更不会
毕其功于一役。究其因，国内疫情尚
未得到彻底消灭，反弹的压力始终存
在。与此同时，国外疫情仍在持续蔓
延，近段时间每天新增病例多达数万、
十多万，疫情从外部输入的风险很
大。可以断言，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疫情压力都将与我们如影随形。

面对“疫情压力”，尤需保持“战疫
定力”。这种定力，一方面来自于对国
内外疫情形势的理性判断，既不片面夸
大“敌情”， ▶下转5版

面对

﹃
疫情

压力

﹄

尤需

﹃
战疫定

力
﹄

左中

甫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从生
鲜电商、直播带货，到在线教育、远程
办公等，新技术、新业态等催生的新
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既保障了人们正
常生活，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获得稳定收入

范先生去年在南京市秦淮区文
安 街 租 下 一 家 快 捷 酒 店 ，当 起 老
板。“因为管酒店太烦，开车自由”，

他雇了一个经理管理酒店，自己开
起网约车。他告诉记者，2月初从外
地回到南京后，他就复工开车，虽说
那个月生意少，但酒店无法营业，开
车毕竟有一份收入。

T3出行运营负责人介绍，2月该
公司在南京有近3000名司机坚守岗
位，保障市民出行。司机的收入构成
是“基础工资+提成”，公司还为司机
缴纳社保，给他们增添一份保障。

南京人陈安苏是一名有十几年
从业经验的导游，因为疫情闲在家里，
焦急地等待旅游市场复苏。4月初他
坐不住了，“不能坐吃山空，总要找点
事做”。看到家门口有“饿了么”外卖
站点，他便去应聘外卖骑手。现在，他
已在新岗位工作两个多月，每天忙碌
八九个小时，月收入六七千元。

据外卖平台“饿了么”统计，疫情
发生以来，在新注册骑手同比增幅前
十的省份中，江苏位列全国第四；江
苏新注册骑手中，来源前三行业为服
务业、制造业和消费品业；江苏新注
册兼职骑手，月均增加收入约 2600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转3版

新技术加持推动 新岗位不断涌现

新就业形态，一片希望的田野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电“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于 18
日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
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
来严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
击，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面临严重困难。为应对疫情，各
国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力防控措施，
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国家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正努力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愿努力为全球尽早战胜疫情、促进世
界经济恢复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给我们带来一

系列深刻启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
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
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
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促
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
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
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 ▶下转5版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今年以来，扬中市在 74 个村（社
区）里，通过优化基层组织设置，建立
建强了 813 个党小组，这些在广袤乡
村大地上相继“落户”“生根”的基层

“小堡垒”，如星火燎原一般，不断将
党的工作触角延伸到基层最前沿，

“党小组+”模式也风生水起，在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方面，凝聚起了乡村振
兴的“大动能”。

党群联动，宜居田园跃然而出

“白天大家工作都忙，我们就晚
上聚一聚，说一说。今天的议题是如
何把鸣凤的环境搞得漂漂亮亮。大

家踊跃发言⋯⋯”3 月 6 日，扬中市油
坊镇鸣凤村第一党小组长陈耀才召
开了专门会议，11 名党员你一言，我
一语，为人居环境整治建言献策。

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党小组+人
居环境整治”的工作框架下，“党员智
囊”们又吸纳广大群众的智慧，一起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打造出了独具
特色韵味的乡村景致——村里专门
请来两位老手艺人，指导村民一起扎
篱，农家庭院外铺展出各式造型迥异
的竹篱，一阵夏风吹拂，青竹的芬芳
与摇曳的花影让人心旷神怡，处处是
农家的安闲和乡村的情调。

6 月 14 日，记者在兴隆街道双跃

村见到了第六党小组党员蒋国生，他
说，今年以来，村里按照“1+1+1+N”
模式，即：1名党小组长+1名联络员+
1 名党员中心户+N 户群众，开展“党
小组+人居环境整治”，“现在周围的
环境变漂亮了，健身跑道、文体设施、
休闲广场也都跟上去了，村民们更加
喜欢出来晨练了。”

党群联动，协力攻克人居环境整
治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痛点，一个
党员家庭带动一个党小组、一个党小
组辐射一个埭，这在扬中乡村已是普
遍现象。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同时顺
应民意，激发了村民主人翁意识，取
得了实效。截至目前，扬中通过党小
组累计排查环境整治重点地块 2688
处，完成清理 1629 处，已有 1496 个
村自然埭完成整治任务。

“党建抓得实不实，关键要看实际
成效好不好。要坚决防止‘浅表化融
合’和‘应付式落实’，坚持从实处着眼、

用实干考量、靠实效说话。”扬中市委书
记殷敏的这番话，对当地党建引领下的
乡村生态宜居建设做了很好的诠释。

创新路径，强村富民产业兴

产业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为乡村源源不断“输血”的重要途径，
一个个党小组落户扎根后，在产业链
构建上也做起了求实效的新文章，带
领群众致富的创新路径随之而生。

八桥镇永兴村第五党小组在组
长杨恒高的带领下，大力发展电商产
业，他们调研走访 9 家企业和多个相
关部门，成立永兴村电子商务协会，
预计一年可为村里增加 40 万元的收
入。“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引
领村里的有志青年通过电子商务来
创新创业，让强村富民的路走得更好
更远。”杨恒高表示。

三茅街道兴阳村探索“党小组+
合作社”模式，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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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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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双创”工作再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科创雨花”盛开创新名城

18日，南通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2标，“支云7号”盾构机在幸福镇站至南通火车站站区间左线隧
道顺利始发，实现了关键节点目标，为完成后续各项目标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尤 炼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邹建丰） 6月17
日至 18 日，省委副书记任振鹤到常
州市调研农村基层党建和“三农”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着力建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大力实施“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行动，积极探索产业融
合、城乡融合的有效路径，聚集资源
要素打造美丽乡村，让美丽江苏在广
袤农村展现直观可感的现实模样。

常州市钟楼区安基村、金坛区仙
姑村是美丽乡村示范点，优美的自然
生态，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备受追
捧的网红打卡地。任振鹤每到一处，
都嘱咐当地干部，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要求，打好乡村垃圾处
理、厕所革命、污水治理、违建拆除等
组合拳，整体实施村庄建筑风貌改善
和环境景观整治，以美丽乡村的提质

增效助推美丽江苏建设。任振鹤强
调，要充分发挥江苏企业众多的优
势，通过政府推动、利益驱动、村企联
动，引导工商资本“上山下乡”，鼓励
更多有情怀的企业家参与乡村振兴，
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拓展企业发展空
间，实现互促并进、互利共赢。

没有产业兴旺就没有乡村振
兴。在常州田妈妈农业生态园有限
公司、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一号农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金坛智能化渔场、江苏一鸣
奶业全产业项目现场，任振鹤与企业
负责人一起话发展、算收益。他强
调，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产
业振兴的关键是市场主体，政府部门
要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举措，鼓
励支持农业企业发展壮大，加快培育
各类新农民、新主体；农业企业要增
强发展信心、保持定力韧劲，深耕乡
村产业发展， ▶下转7版

任振鹤在常州调研时强调

强化党建引领 建设美丽乡村

从高速度发展标兵向高质量发
展标杆转身的苏州，把目光盯上了一
只拥有非凡之力的“神兽”。

6月18日，苏州召开独角兽企业
发展大会，推出了一系列培育独角兽
企业的重磅举措，并发布“独角兽”企
业发展目标。到2022年，苏州将力争
实现独角兽培育企业达200家以上，
从中崛起约15家独角兽企业。

“一个城市独角兽企业的数量，
是对这个城市创新活力、发展模式和
未来前景的最好诠释。苏州必须形
成一支独角兽企业的‘苏州军团’，支
撑和推进开放再出发。”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蓝绍敏表示，苏州将充分
发挥政策、平台、资源等叠加效应，全
力以赴打造最适宜独角兽成长奔腾
的“乐园”，从而在优势产业中培育出
更多独角兽企业，让千年古城燃起更
多创新“爆点”。

抢先布局，
奠定独角兽诞生的发展基础

来到魔门塔（苏州）科技有限公
司，迎面而来的是充满科技感的“M”
造型总部大楼。企业CEO曹旭东介
绍，魔门塔 2018 年 4 月将总部迁到
苏州，致力于“打造自动驾驶大脑”，
全面推动自动驾驶技术量产化。不
久前，魔门塔同丰田汽车达成战略合
作，为其提供基于摄像头视觉技术的
高精地图及更新服务。

凭借一流的创新能力，魔门塔成
功入选去年11月发布的2019年度苏
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独角兽企业。
而在这项评选中，苏州还有34家企业
成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潜在独
角兽企业，数字位列全省第一。

早在2018年，苏州即制定《独角
兽企业培育计划》， ▶下转7版

苏州全力打造企业成长的生态高地

培育独角兽 领跑新经济

仅占南京市域面积 2%左右的雨花
台区，多项重要创新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雨花台区委书记戴华杰表示，锚定创新发
展主方向，放大“双创”示范效应，打造全
市乃至全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地标区。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