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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五大行动 ”奋力夺取高质量发展新胜利
——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访谈之四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实施‘五大
行动’，并把‘项目建设突破’列为五大行动
之首。作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的牵头部
门，今年，市发改委将聚焦主业主线、聚力
突破提升、聚集创新要素，突出项目首位
度，唱好招商引资‘四季歌’，组织好重大项
目建设‘四季赛’，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高质量发展。”日前，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
任周建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周建峰说，发改委将组织精兵强将主
动走出去，多收集项目源、多邀请客商、多
洽谈项目，在项目的规模和体量上勇于突
破。重点围绕列省重大项目任务，全力以
赴抓好招商引资和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工
作，在确保完成目标任务的同时，力争50亿
元、100亿元特重大项目有新突破。通过引
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提升关键链
条，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攀
升。对新兴产业，瞄准世界500强、“央字
头”、上市公司、大集团，全力以赴抓招商、引
资金、上项目。突出工业与服务业“双轮驱
动”，招引更多体量大、质态优、附加值高的
项目，不断充实我市重大项目储备库。

“今年，我们将在项目推进机制上多
点突破、全面发力，实行‘月度通报、双月
督查、季度竞赛、半年考核、全年总评’的
推进机制。”周建峰说，发改委将以开工、
竣工、投产为重点，每两个月对项目建设
进行一次督查，组织好“正月十八”“4·
18”“8·18”等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
紧扣时间节点，倒逼项目进度；每季度围

绕一个主题开展项目建设竞赛活动，让项
目的创新活力充分涌流、项目的创新要素
竞相迸发；实行半年考核、全年总评，强化
重大项目建设结果的刚性运用，充分发挥
考核“指挥棒”作用。

周建峰表示，发改委将突出党建引
领，狠抓队伍建设，用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特别是把年轻同志放在项目一线经风
雨、多历练、长才干。坚持把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像狮子一
样果敢突破项目，像猎豹一样敏锐招引项
目，像老黄牛一样勤勉推进项目，在全委
掀起狠抓项目、力推项目、服务项目新热
潮。营造高效、宽松、优良的投资环境，进
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信用体系建
设，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当好服务项
目“店小二”，全力破解项目招引和建设过
程中的各类制约因素，以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
成全面小康夯实根基、筑宽跑道。

高来明 孔令玲

聚焦主业善突破 聚力项目勇担当
——访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周建峰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2020
年全力冲刺工业开票1000亿元。 我们
将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落实关键举
措，全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日
前，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有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王有泉说，工业经济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应坚持“量”与“质”的协调并进。
将聚焦增量，培育百亿级企业领跑、十亿
级企业带队的雁阵式梯队，新增10亿元
企业2家。充分发挥规模企业队伍在经
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中的引领、示范和旗
舰作用，全面推动全市工业经济从“速度
领跑”向“质量领先”发展，新增列统企业
20家。

王有泉表示，实施重大项目突破行
动，要以建设强基补链重大集群工业项
目为主线。将力争在50亿元以上先进
制造业项目上取得新突破，以高质量项
目支撑高质量经济，实现工业投资增长
9%，高技术制造业占工业投资比重
25%。以优化制造业布局为重点，实施
《关于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政策
意见》，编制“4+4”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推动产业分工、创新要素、激励政策等形
成聚合效应，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
技术改造“四两拨千斤”作用，推动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依靠工艺革新、产品创新
加快二次腾飞。

王有泉说，将激活存量，把创新驱动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示范引领、政

策扶持和精准服务，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培育一批制造业“科技小巨人”“单打
冠军”企业，推进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打造“原创”竞争力，形成高质量发
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大支撑力。力争全
年新增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
省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20项。引
导企业主动开展“合作型”兼并重组，助力
资源加速集聚，企业挂大靠强、借梯登高，
产业裂变扩张。

王有泉表示，将调整优量，继续推动
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制定执
行工业企业差别化政策意见，鼓励A、B
类企业加快发展，倒逼C、D类企业调整
转型，推动土地、资金向优质产能集聚，倒
逼淘汰产能加快出清。扎实推进污染防
治攻坚，坚决关闭效益低下、安全环保不
达标的化工企业30家以上，调“减量”为

“优量”，为绿色产业、新兴产业腾让空间，
推动工业经济发展高质量。

潘颖杨晓莉

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访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有泉

“商务部门将聚焦聚力招商引资、外
向型经济、商贸流通业‘三大主业’，把市
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新部署新要求落到
实处，为奋力夺取高水平小康、高质量发
展新胜利作贡献。”日前，市商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姜国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姜国权表示，2020年，市商务局将发
挥招商智慧云平台“追踪器”“打擂台”“查询
台”作用，形成以平台管信息、审项目、给政
策的闭环运作，推动乡镇（园区）党政主要
负责人每月保持1人在外招商10天以上。
唱好招商“四季歌”，锁定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冀、成渝经济圈等区域，坚持传统创新并
重、招商招才结合、三次产业联动，提升招
商精准度和实效性，全年力争实现新签约
项目100个以上。建立招商引资首报负
责、否决汇报、关键岗位AB角、限时办结、
申报材料一次告知等“五项制度”，实现从
信息首报到项目落地流程简化、服务优化，
合力保障项目引进和实施，大力推动“双
向”飞地，力争落实“飞地”项目30个以上。

姜国权说，市商务局将对现有相关政
策措施修订完善，把潜在成长性、地方特
色性产业以及有“欲望”拓展市场的企业
和产品纳入市级贸易促进计划，帮助企业
迈开走出去“第一脚”，全年新增出口企业
30家以上。大力推动“高邮智能路灯产
业新德里城市展厅”实质运营，加快建设

“中国智慧路灯出口基地”，组织消防企业
赴国外参展，推动照明灯具、消防科技产

业走出去，全年新增出口3000万美元以
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力促建筑
企业开展境外承包工程、境外投资参股，
实现外经营业额增长20%以上。全面贯
彻《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加大先进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项目招引，力
争全年到账外资1亿美元。

姜国权表示，市商务局还将用好放大
扬州唯一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金字招牌，打造“五体系一中心”，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借助重大交通设施落地，组
织招引高速互通+物流园等商贸流通新业
态、新模式，提升消费活力；加大戚伍水产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培育工作，打通城乡高
效配送“最后一公里”；做好世贸金街省级
高品位步行街创建，实施社区商业便民惠
民工程，优化消费环境；开展好加油站及商
业场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保障消费安全，
力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

王胜翁正倩

聚焦主业抓落实求突破
——访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姜国权

“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了大力
实施‘五大行动’的号召，指出要进一步
向改革创新要动力，依靠改革创新更大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市行政审
批局将通过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构建‘2+
13+X’政务服务体系等‘组合拳’，真正
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助力全市
项目建设发展、服务办事群众。”日前，市
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吕艾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吕艾芳表示，过去的一年，市行政
审批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新
时期企业和群众的期望还有距离，需要
做的还有很多。2020 年，市行政审批
局将紧紧围绕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窗口”的主线，全力聚焦“营造强竞
争力的营商环境和高满意度的便民环
境”的目标，依托新政务服务大厅和政
务服务“一张网”线下线上两个平台，加
快推进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围绕双创
营商环境更优，扎实开展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积极推动行政审批局实质化运
转、全面推进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
位”，有力提升政务服务大厅服务效能；
围绕群众办事效率更高，继续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积极推进政务服务
事项“一网通办”，打造7×24小时政务
服务“便利店”，努力让企业群众办事如
淘宝一样方便；围绕政务服务质量更

好，持之以恒抓好能力作风建设，建立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公开聘请企业
群众参与政务服务工作监督；围绕政务
服务覆盖更广，构建完善市镇村政务服
务体系，依托基层为民便民服务中心，
不断拓宽政务服务“神经末梢”，真正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围绕交易行
为透明度更高，不断提高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水平，加强信用惩戒、专项整治行
动，建成全流程电子交易系统，做到“线
上不见面、线上全公开”。

政务服务工作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吕艾芳表示，市行政审批局将始终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发展理念，为邮
城人提供更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奔着这
个目标，全体政务人将脚步不停，以“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的干劲继续追梦前行，为
奋力推进“强富美高”新高邮建设再添浓
墨重彩的一笔。

王伟 翁正倩

办事更省心 服务更暖心
——访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艾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