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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靖西市坚持把发展贫困村集体经济与产业扶贫、精
准脱贫结合，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消除“空壳村”。目前全
市 256 个村实现有集体经济收入(其中 153 个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均在 1 万元以上，2016 年、2017 年脱贫的 34 个贫困村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均达到 4 万元以上，总收入达 150 . 5 万元。

完善运行机制，建立常设机构，解决“管理主体”问题。靖西市明确
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担
任组长的领导机构，构建“党委政府主导、组织部门主推、职能部门主
扶、乡村两级主抓”的运行机制。同时，率先在全区成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工作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作。

优化组织架构，铸就发展平台，解决“运转载体”问题。以开展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为契机，同步成立村民合作社，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夯实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机构。围绕“村集体+N”思路，以村民

合作社为主导，以发展产业为核心，以股份合作为方向，通过与龙头企
业或种养大户合作，动员群众多方参与、“抱团”发展，构建利益共同体，
将广大村民整合到以产业为平台的组织体系内，提升组织化程度。目
前全市 291 个行政村都建立了村民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全市整合
4000 多万元扶贫资金，拿出 2000 万元作为担保金向银行贷款 2 亿元，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原始资金注入的问题。

坚持因村施策，实现多样发展，解决“发展路径”问题。引导各村因
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项目，形成“九大类型”特色发展模式，呈现“百花
齐放”的竞相发展态势。目前，全市发展资产经营型 124 个村、电商带
动型 150 个村、边贸带动型 9 个村、有偿服务型 41 个村、旅游开发型 4
个村、实体经济型 39 个村、产业发展型 107 个村、股份合作型 82 个
村、混合发展型 45 个村。

文/梁明清、许正勇

··广广告告··

靖靖西西市市桑桑蚕蚕产产业业龙龙头头企企业业——广广西西鑫鑫晟晟茧茧丝丝绸绸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苏州工业园区跑出发展加速度

新华社南京 7 月 16 日电(记者陈刚)作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拉开建设序幕 24
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汇聚全
球创新资源，成为改革开放活力最强、发展质量
效益最高的区域之一。如今，顺应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园区面向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和
创新等目标，加速前进。

从洼田密布到产业新城

1994 年，四个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苏
州成立了一家名叫宝时得的公司，从贸易、代工
起步，发展成为电动工具行业的品牌跨国公司。
目前，这家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已拥
有十多个海外分公司和研发子公司，创造了十
多个世界第一的领先技术。

正是 1994 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正式签
署《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24 年来，从洼田密布、阡陌纵横到现代化产业
新城，苏州工业园区构建起特色产业体系和创
新生态。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正
在迈向中高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应用三大特色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年均增速

30% 左右。
今年 5 月，商务部公布 2017 年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在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中，苏州工业园区位列综合
排名第一位，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关键指标
也居于榜首。

多年来，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工
业化快速启动，到以产城互动并进为特征的
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再到促进内涵提升为
特征的产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园区的每个
发展阶段，都显示出崭新的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苏州工业园区年度地
区生产总值从 1738 . 22 亿元增长到 2388 亿
元，人均 GDP 从 3 . 3 万美元增加到超过 3 . 9
万美元。到 2017 年底，9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在园区共投资了 156 个项目，累计吸引外资
项目 4000 多个，实际利用外资 303 亿美元。
内资企业也发展强劲，增长到了 5000 多家。

开放创新汇聚全球高端资源

以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是
苏州工业园区的不变追求。

“园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前期更多通过
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到三年前提出双向开放，
就要承担更多全球责任了，要走出去，也希望
引进更高端的资源。”参与园区筹建、从开园
之际就到这里工作的黄建明，如今是园区经
济发展委调研员、企业发展局局长。

2015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苏州工业园区
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并提出了三大发展
目标：打造中国开发区升级版、建设世界一流
高科技产业园区、提升国际化开放合作水平。
当年 12 月，首个国家级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
台落户园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集成化、专
业化的一站式服务。“这为海外发展提供了平
台金融和风险防范等多方面帮助。”苏州旭杰
建筑科技董事长丁杰说。

这仅是当地完善双向开放机制的举措之
一。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效益，坚持“亩产论英
雄”；积极推进中新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
点；累计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 50 项……一系
列探索和举措在这里落地。

苏州工业园区还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这
里已引进“国字号”科研院所十余家，哈佛大
学韦茨创新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 20 多家，微
软、华为等研发机构近 500家，集聚科技创新
型企业 4000 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800 多
家，形成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研发投入、科技
成果“四个 90% 在企业”的良好局面。

“园区经验”启发中国

在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展示馆有两张规划
图：一张是 1994 年编制园区总体规划时设计
师手绘的金鸡湖远景图，一张是 2014 年的实
景图，两者相似度竟高达 90% 以上。

借鉴新加坡经验，园区投入 3000 多万元

从高水平规划起步，并以规划引领建设发展
全领域、全过程。“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
上”、九通一平的高标准基础设施……几乎成
为全国开发区遵循科学开发规律的范本，

24 年来，园区实现了新加坡经验本地
化、借鉴成果制度化，形成了以“借鉴、创新、
圆融、共赢”为基本内涵的园区经验。在注重
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强化亲商服务等方
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从首创全国首批出口加工区、全国首家
中外合作办学试点，到首个国家级股权投资
基金等，众多“第一”在这里诞生。仅近两年
来，在双向开放合作、产业优化升级、行政管
理体制、城市综合治理领域，已累计实施 130
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国家级先行先试任务
24 项。

在园区众多干部看来，亲商服务实现了
“企业追求与政府支持的同频共振”。园区招
商局信息资源处副处长陈柳颖说，这里打造
了专业化、精细化招商亲商服务体系，在全国
率先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围绕投融资、项
目申报、知识产权等事项打通了政府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站在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新起点上，苏州
市委常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
表示，园区将把自主创新作为区域发展的核
心战略，争当改革开放、国际合作的先行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示范区。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食品领域的“光明”、酒店领
域的“锦江”、购物领域的“百联”、
体 育 领 域 的“ F 1 中国 大 奖
赛”……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有
一批熠熠生辉的国企品牌。

瞄准高质量发展，打响“上海
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
海文化”四大品牌，上海市国资委
近日印发相关实施方案，推动国
企在打响“四大品牌”中发挥主力
军作用。

摸底数：18 万亿“硬

资产”之外，855 个品牌

彰显“软实力”

作为地方国资重镇，一系列
“硬指标”体现了上海国资的实
力：拥有逾 18 万亿元资产，约占
全国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总量的
1/4。2017 年实现营收 3 . 22 万
亿元，地方国企生产总值连续多
年占全市 GDP 总量 1/4 左右。

随着打响“四大品牌”的深
入，在总资产、总收入这样的“硬
指标”之外，上海国企发展的“软
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品牌
就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国资委梳理发现，上海
市属国有企业正常经营的各类品
牌有 855 个，获得市级以上及国
际认定的品牌企业有 266家。“中
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全市
共 222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占 66%。

上海建工，是国企品牌的代
表之一。从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海
中心大厦、广州新电视塔到苏州
东方之门，很多地方的地标建筑
都打上了“上海建工”的烙印。良
好的品牌效应，帮助上海建工旗
下市政总院与中铁二十局集团组
成的联合体，近日成功中标雄安
新区首个市政项目。

“企业品牌是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一
座城市的响亮名片。”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
宋依佳表示，“推动国有企业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是贯
彻中央要求、服务城市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的需要。”

出实招：品牌投入视同利润、老品牌市

场化振兴

用改革的思路推动国企打响“四大品牌”，上海国资委
以品牌建设的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为
着力点，出台了 12 条实实在在的举措：

——— 在品牌投入方面，发挥国资收益的杠杆作用，带动
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国有企业品牌建设。对被授予国家
级品牌的申请费用、咨询费用，在市管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
经营业绩考核中“视同于利润”。

———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先推进品牌企业整体上
市和核心资产上市，鼓励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二次混改”。

——— 加快国有老品牌市场化振兴，对企业主业范围内
的重点老品牌，鼓励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开
展员工持股、实施各类适合品牌发展的激励；不属于企业重
点发展的、非主业领域内的、已停产的休眠类品牌，允许企
业进行协议转让、公开拍卖或许可使用。

——— 优化人才政策体系，加快引进、培养和集聚有利于
“四大品牌”发展和老字号传承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高技
能人才。

积极拥抱市场、不搞抱残守缺，这是上海国企打响“四
大品牌”最根本的特点。上海国资委表示，通过创新国资管
理，推动国企成为上海服务更好、制造更强、购物更优、文化
更佳的引领者、示范者。

绘蓝图：形成 10 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企业

近日，上汽集团发布产销快报：上半年销售整车 352 万
辆，同比增长近 11%，稳居国内汽车企业榜首。其中，包括
荣威、名爵在内的自主品牌乘用车上半年销量达 35 . 9 万
辆，同比增长近 54%。

在销量领先的基础上，上汽还在国内车企中率先成立
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表示，要通过加强
核心技术攻关、产品与商业模式创新等，持续擦亮“上汽品
牌”。

上海国资委提出，要通过三年的努力，创新培育一批新
兴品牌，巩固提升一批优势品牌，激活振兴一批老字号品
牌，积极打造千亿级的名品名企，形成 10家以上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打响 300 个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品牌。到
2020 年，力争获得市级以上及国际认定的品牌营业收入在
上海国企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超过 45%。

(本报记者何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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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7 月 16 日电(记者魏一骏)
“到社区申请办理公租房租赁补贴时，只需提
供我和家庭成员的身份证，其他收入证明都
不需要递交，比原先方便多了。”温州市瓯海
区景山街道低保户郑某日前花了不到 10 分
钟，就办好了 2018 年度的公租房租赁补贴申
请，这得益于温州在浙江率先推出的公租房
“一证通办”业务。

温州市住建委工作人员说，温州基于大

数据平台的“一证通办”，在浙江率先将住房
保障信息系统纳入政府云平台建设，与温州
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民政经济状况核对平台
进行对接。公租房保障准入资格审核中的住
房和收入核对所需的婚姻、户籍管理、社会保
险、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车辆管理等信息，
都实现了云端共享。

过去申请公租房，申请人需要提供多项
纸质材料，需要申请家庭一遍遍地跑部门、打

证明。如今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只需到社
区提交申请表和身份证，后续配租管理、租
金收缴也全部通过网上系统自动生成，补
贴直接打到申请家庭的银行账户中。

温州市住建委介绍，依托大数据平台，
公租房申请不仅材料得到简化，审批流程
也实现优化，审批时间由原来的 3 个月压
缩到 39 天。据统计，截至 7 月 13 日，温州
已有 2700 多户家庭进行了申请。

浙江温州实现公租房申请“一证通办”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6
日电(记者顾煜、马锴)7 月的新
疆喀什，骄阳似火，闻名中外的
喀什老城景区，游人如织。川妹
子张萨夏从没想过老城内原本
安逸的开店生活也会如此忙
碌，每天来店中休闲小憩的游
客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许多
年轻人到喀什老城开店、创业，
张萨夏就是其中之一。“服装
店、饮品店、户外用品店……越
来越多的小伙伴来这里开店
了。”张萨夏说，她的不少朋友
都是在老城开店后才认识，大
家不仅是看好老城的旅游资
源，更喜欢老城的慢生活。

去年夏天，张萨夏第一次
来喀什旅游，古色古香的民居
建筑、热情好客的叔叔阿姨、历
史悠久的土陶铜器、令人着迷
的曲折小巷……张萨夏与老城
结缘，深深爱上了这里，回成都
后便辞去英语培训的工作再次
返回喀什，她说：“都说因为一
个人才会爱上一座城，但喀什
老城我来了就不想离开了。”

回到喀什的最初几个月，
张萨夏一直“泡”在老城中，走
街串巷，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城
生活。“这一逛让我萌生了开店
的想法，也让我真正成为地道
的老城人了。”今年 5 月中旬，
张萨夏的饮品店正式开门迎
客，成为不少当地年轻人逛老
城必去的地方，她还将自己拍
摄的老城照片制成明信片，供
游客邮寄。

作为老城最早的创客之
一，喀什老城青年旅舍负责人陈亮是张萨夏店
里的常客，更是她的好友，而他也见证着不少与
张萨夏相似的新创客的到来。“去年开始，来老
城创业的人明显多了，慢慢大家就成了朋友，现
在时不时聚聚分享一些经验。”陈亮说，因为老
城旅游热起来了，才吸引了新创客来创业。

“现在游客多了，老城也随着我的明信片飞
到全国各地。”看着自己制作的明信片逐渐减
少，张萨夏十分欣慰但也有点烦恼，随着下半年
旅游旺季到来，每天早上 9时，她便穿越大半个
喀什城区去进货，晚上 11时才能关门回家，“游
客越来越多，我逛老城拍摄的时间越来越少，明
信片都快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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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至林芝铁路

全 线 铺 轨 在 即

▲ 7 月 16 日，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员工在协荣铺架基地巡查 500 米长钢轨存放管理库。

承担拉林铁路全线铺轨任务的中铁十一局建设者，克服高原缺氧、施工条件复杂等困难，
为 9 月开始的铺轨工作做准备。拉林铁路起自西藏拉萨市，终点为林芝市，铁路正线全长 43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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