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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各地

本报记者刘巍巍

  这是一片因水而生的土地，坐拥浩瀚太
湖，集万泾，纳百川。
  这是一片因水而兴的土地，京杭大运河
流淌不息，舟船纵横，包罗万象。
  这是一片因水而盛的土地，水的记忆、水
的性格、水的气质，孕育出开放、包容、博大的
区域哲学和群体智慧，升华为当地干部群众
逐梦而行的时代伟力。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1.6% ，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同比增长 16%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8.1% ……尽管面临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和国
际经贸环境复杂动荡等多重挑战，今年前三
季度，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仍书写
出一份令人振奋的发展答卷。

  速度：平均不到两天“长”出一

个外资项目

  11 月末的江南，寒流突袭，气温逼近冰
点，苏州高新区却仍是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太湖之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快马加
鞭；狮子山下，美国赛默飞亚太最大生命科
学产业基地加紧施工；京杭大运河畔，美国
开市客、法国迪卡侬等旗舰型商超进入收尾
阶段……
  疫情影响不改发展良好态势。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苏州高新区日资企业积水中间膜（苏
州）有限公司生产的最新产品—高抗 UVA
防晒中间膜受到市场好评。企业总经理张俊
说，自 2003 年落户以来，日本总部把许多

“唯一”的生产线和研发职能搬到这里。目前，
苏州公司生产的玻璃中间膜产品在汽车同类
市场占有率达 50%。
  韩国企业万都海拉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生产汽车底盘电子和传感器。万都海拉总部
社长尹八柱说，10 年来，企业在苏州高新区

快速壮大，预计今年销售额将达 12 亿元，目
前正酝酿投资建设三期厂房。
  前三季度，苏州高新区新增外资项目
136 个，平均不到两天落地一个；新增合同外
资 9.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9.7% ；实际使用
外资 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1%。至此，苏
州高新区集聚外资企业近 1800 家，其中日
资企业 645 家，欧美企业近 400 家。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当地多位
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由于较早认识到拼优惠
政策、拼土地价格、拼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不
可持续，苏州高新区率先倡导高水平开放，强
力推动产业业态从加工制造向研发、总部等
大型功能性机构转变。
  1 — 9 月，苏州高新区引进高质量产业
类内资项目 156 个，其中 34 个项目投资规
模超亿元，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械等
新兴产业领域。目前，全区具有总部或功能性
机 构 特 征 的 项 目 超 百 个 ，其 中 外 资 项 目
35 个。

  温度：80 亿元大项目 92 分

钟领证开工

  “92 分钟”，这是一个让腾讯（苏州）数字
产业基地项目施工组负责人吴晓君难忘的数
字。“总投资 80 亿元的‘巨无霸’项目，从递
交申请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用时仅 92 分
钟。”吴晓君说，“相关部门常常加班到午夜，
为我们办手续。”
  惊人速度源于精心的安排。
  苏州高新区下辖的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
区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喜良说，引入腾讯
项目后，中心在合规前提下，大胆改变常规办
理流程，将质安监与施工许可手续“并联”审
批。同时，相关部门配合企业，凌晨接件、受
理、审批、出证，用“加料服务”换取项目加速
推进。
  78 岁的海外侨商庄启程告诉记者，之所
以选择苏州高新区，除当地毗邻上海，具有文

化和区位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
政府始终把帮助企业获得高投资回报作为主
要目标，实行客商至上、信誉第一，简捷、规
范、高效的全过程服务。
  “受疫情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供
货商无法及时供应关键元件，导致工厂不能
全产能生产，服务站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不久前，位于苏州科技城的固德威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苏州高新区纪工
委打造的“亲清政商”服务站反映遇到的
困难。
  得知企业诉求后，苏州高新区纪工委会
同苏州科技城管委会研究解决方案，排摸发
现同区企业苏州光韵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可
以生产同类产品。之后，在他们的牵线搭桥
下，固德威与光韵达展开深度合作，既降低了
成本，又提升了产能。
  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施华说，打造“亲清政商”线上线下一体化
服务平台，目的是以精准监督为企业发展
解难纾困，助推区域营商环境再优化、再
提升。
  苏州飞时曼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研发和生
产医疗器械，由于该行业研发周期长，产品销
售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贷款融资屡屡碰壁。
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得知情况后，协调金
融机构提供 400 万元转贷资金，解企业燃眉
之急。
  聚焦集成电路、医疗器械等主导产业，苏
州高新区分别成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产业
母基金；发布科技创新型企业培育“领航计
划”和上市企业培育“领峰计划”，力争到
2025 年，风投创投基金规模达到 3000 亿
元，支持创新创业投入 300 亿元。
  记者在苏州高新区采访后，有一个深切
体会，那就是优越的营商环境，意味着守土有
责、进退有据、拿捏有度。属于政府的，尽责尽
力做好，如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等；
属于社会的，交给人力资源市场、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属于企业的，放

手让企业去办。

态度：以多元之美构筑向往之城

  遥望太湖，帆影浮天际，波光碧水濛。
  举目京杭大运河，霞飞彤色染，浪涌夕
阳红。
  在苏州高新区，水韵造就的开放品格，
正在成为这片土地新的文化命脉和集体
记忆。
  “产业逐人才而居，人才逐环境而居。”
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李伟说，优良
的生态环境是打造开放高地的重要前提
之一。
  苏州高新区拥有 49 座秀美山体，2 座
国家森林公园，1 座国家湿地公园，25 公
里太湖岸线和 109 平方公里太湖水域。

“春秋季节，徜徉太湖西京湾，在蓝天、碧
湖、花海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盛夏，

‘躲’进大阳山，在苏州乐园森林水世界享
受与水同乐的畅快；冬天，‘藏’在树山生态
村，让一杯咖啡温暖全世界。”来自芬兰的
埃尔哈斯在苏州高新区生活了 10 多个年
头，有感而发。
  华灯初上，淮海街霓虹闪烁，热浪氤氲
的居酒屋和日料店里，人影绰绰。作为长三
角地区日资企业“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4000 多名日籍人士在苏州高新区工作生
活。“这里是我们异乡人的温暖慰藉。”日籍
居民藤原信光说，货品丰富的日本商场，科
室齐全的日式诊所，为前来投资兴业的日
籍人士解除后顾之忧。“开放的产业，开放
的文化，开放的生活，这里，让我一见钟情，
念念不忘。”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开放，不仅
要侧重生产性功能的布局，更要考虑如何
满足海内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经千
年水韵沉淀而生的开放性格和开放美学，
将助力苏州高新区加快成为令人向往的锦
绣之城。

矢志开放，苏州高新区逐梦锦绣之城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4 日电
（记者董雪）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获悉，上海已正式启
动公园主题功能拓展专项行动，
人民公园等第一批 19 座公园和
上海大学等 8 所院校签订战略
框架协议，从体育、文化、音乐、艺
术、戏曲、红色资源等多元方向着
手，开始特色化的“公园+主题”
建设。
　　作为人口稠密的国际化大
都市，上海一直在努力破解生
态空间缺乏的瓶颈，通过“千园
工程”等举措为民造绿，打造老
百 姓 喜 爱 的 文 化 空 间 和 休 闲
去处。
　　“在市民希望环城生态公园
融合的主题元素中，‘文化艺术’
和‘体育运动’排在前两位。”据
上海市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心
主任周华杰介绍，环城生态公园
带市民“金点子”征集活动显示，

“主题更加多样”是市民对公园
建设最关注的方面。
　　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签约的第一批公
园主题功能拓展合作项目旨在提
供实践经验，优化公园与院校的
合作，最终辐射上海全市公园，项
目具体分为公园功能主题创意设
计、公园功能活动拓展、打造美丽
校园三类。
　　其中，公园功能主题创意设
计基于公园本身特色，整合美术、
绘画、媒体设计、动画设计等专业
资源，灵活植入艺术元素，打造特
色鲜明的海派文化公园；公园功
能活动拓展着力创新公园复合功
能模式，促进公园与体育、文化、
影视、新媒体、红色资源等元素有
机融合；打造美丽校园则是发挥
绿化部门的专业技术力量，帮助
相关院校提升绿化景观面貌，让校园成为另一种形
态的“公园”，为师生和市民群众提供更多优美的绿
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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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 11月 24日电（记者刘良恒）
记者 24 日从长沙市政府办公厅获悉，长沙市
近日出台 22 条惠企支持政策，从减轻企业负
担、加大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疏通供应链条
断点堵点等方面发力，为企业纾困解难。
　　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提出开展行业协
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整治行业
协会商会强制入会、强制收费行为，严禁利用

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
费。全面取消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保证金及
履约保证金、采购文件费用。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加大对中小
微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信贷支持，推动
金融机构落实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保持对小微
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对暂时陷入生产

经营困难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中小微企业，金
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相关
银行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特别是商贸流通
领域等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适当下
调贷款利率，发放纾困贷款。依法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贴息资金，对上述纾困贷款给予
贴息。
　　在为文旅企业纾困方面，长沙市规定，文

旅行业各协会对受疫情影响缴纳会费确有
困难的会员单位企业实行免收，免收部分
由长沙市文旅广电部门从专项资金中予以
适当安排，用于维持协会日常运转开支。承
租市属国有企业及各级全资下属企业经营
性房屋土地资产用于生产经营的文化旅游
企业，因疫情影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的，经
租赁双方协商确定后可适当减免租金。

长沙出台纾困新政策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陈席元

  “以前到市医保局给新员工办医保，路上来回
要两个多小时。现在去镇上的为民服务中心，十几
分钟就办好了。”近日，江苏省泰兴市华诚机电制造
有限公司的尹小霞体验了该市新推出的“15 分钟
医保服务圈”。
  据泰兴市医保局局长申卫明介绍，“15 分钟医
保服务圈”是泰兴今年“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之一。
按照“线上线下融合办，医保小事不出镇”的方案，泰
兴市将 13 项医保服务事项下沉到乡镇一级的为民
服务中心和村一级的便民服务中心，就近办理，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窗口统一出件”的综
合柜员制服务模式，所有事项一窗受理、一次办结，
平均办理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左右。
  “医保是民生大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群
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医保改革着力的痛点。”
申卫明告诉记者，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较多，针对这种
情况，泰兴市医保局把服务送进企业，帮助外出务工
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进一步扩大实时结算
覆盖地区，提高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率。
  截至目前，仅泰兴本地企业济川药业就有 155
个异地就医备案地区，实现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
地区达 56 个。泰兴已在江苏率先实现全国范围内
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长三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
门诊直接结算，减少异地就医人员“跑腿垫资”的
麻烦。

打造 15分钟医保服务圈

江苏泰兴实事办到家门口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4 日电（记者朱翃）长三角
沪苏浙皖四地公安机关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中又推出一项便民服务举措。记者从上海市公安
局获悉，即日起，长三角区域户籍居民可在实际居住
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新生儿入户，不再需要在实际
居住地和入户地之间来回奔波。
　　据介绍，在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全域内出生并取得出生医学证明，父母双方或一
方为四地户籍居民，随父或随母在长三角区域家
庭户内申报出生登记的新生儿，其父（母）可在实
际居住地向公安机关提出跨省（市）新生儿入户
申请，符合办理条件的，即可签署《长三角跨省

（市）新生儿入户承诺书》，留存邮寄信息及联系
方式并提交办理材料原件，主要包括：新生儿父
母居民身份证；新生儿父母居民户口簿；新生儿
父或母结婚证；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证明
材料。
　　据悉，上海公安机关将在相关技术支持完成
后，以“当场打印”替代“缴旧寄新”，即由实际居住
地公安机关直接在原户口簿上打印新生儿户口信
息页，不再收缴旧户口簿后邮寄新户口簿，真正实
现长三角区域新生儿跨省（市）入户全面信息化办
理，也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跨省通办”打下
基础。

长三角沪苏浙皖新生儿

入户实现跨省（市）通办

  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坐落在全国海拔最高乡——— 海拔 5373 米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
子县普玛江塘乡。这里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气压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年平均气温零下 7 摄氏度。派出所的移民管
理警察守护着辖区内的祖国领土。
  守护国土是神圣的使命。民警们常在中国和不丹的边境地区巡逻，那里冰川密布，碎石路下往往暗藏冰裂缝。巡逻途中，
民警们会热心帮助前来求助的牧民群众。“乡亲们有困难总是会想到我们。”民警阿旺平措说。

全 国 海 拔 最 高 乡 的“ 守 护 者 ”  左图：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移民
管理警察在巡逻途中（11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沁鸥摄

  右图：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移民
管理警察帮助牧民旦增多杰将他的小货
车从冰河拖出（11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