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0日，南京市全面部署2020第二
个“招商突破年”。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
书记张敬华表示，今年的招商工作，既要补
上疫情造成的损失和缺口，也要在日益激烈
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确保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两个战场”同时打赢，推动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为此，今年南京定下签约
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元，全市亿元以上
签约项目超过1000个的招商目标。

2019年是南京首个“招商突破年”。当
年南京市实际利用内资额、实际使用外资
额、亿元以上签约项目数、亿元以上工业签
约项目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招商项目信
息数6大指标均超额完成年初定下的目标任
务。2019年，南京地区生产总值破1.4万亿
元，增速超过8%，增速居我国东部地区各大
城市（GDP过万亿元城市）和全省首位。

今年，在疫情影响和挑战叠加之下，南
京招商工作仍要在6个方面保持突破态势：
一是质量比总量更重要。要进一步强化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严格准入标准，在聚
焦主导产业的大前提下，加强对招引项目的
论证研究，确保招来的都是靠得住的好项
目。二是落地比签约更重要。每个板块都
要力争有一批当年洽谈、当年签约、当年落
地、当年开工的招商项目。三是链条比单体
更重要。围绕主导产业通盘考量、链式招
商，形成既有大项目带动、又有中小微支撑
的产业梯队，更好发挥项目集中、企业集聚、
产业集群的乘数效应。四是创新比套路更
重要。通过“防疫+”创新模式，加大线上招
商力度，促进招商引资的“加速度”；围绕土
地要素“瓶颈”的破解，对低效用地进行盘
整，探索联合开发、集中托管模式。在路径

创新上，要加强市场化运作，善于运用中介
招商、以商引商、资本招商等手段；抓好本地
挖潜招商，推动新研机构孵化项目等就地落
户。五是诚信比成果更重要。六是服务比
政策更重要。今年要把“招商突破年”和“企
业服务年”有机统筹起来，围绕企业发展全
生命周期提供源源不断的全方位服务。

2月份，南京组织了一场重点招商项目
“云签约”，共有6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项
目总投资额达到1039亿元。其中先进制造
业39个，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投资额占比50.2%；现代
服务业项目25个，涵盖软件和信息服务、金
融、高端商贸物流等领域，投资额占比
47.7%；未来产业项目3个，呈现出良好的招
商态势。与此同时，南京还把项目建设作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所有在建重大

项目2月底前复工到位，369个市级以上重
大项目上半年开工率90%。

为了实现招商再突破，南京市要求做到
“5个100%”。其中包括：先进制造业项目
100%确保供地，市级层面将成立专门协调
小组，围绕项目选址、用地保障等，做到应保
尽保；重要论坛活动100%嵌入招商，凡在
南京举办的重要论坛、赛事、展会等活动，都
要有针对性地嵌入招商环节、开展招商对
接、做好招商推介；签约承诺事项100%跟
踪落实，言出必行，有诺必践，彰显南京发展
的好环境；重大产业项目100%专班服务，
手续能简则简，推进能快则快，切实做到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企业高管人才100%优
先保障，及时回应其在子女入学、医疗服务、
住房安居等方面的诉求，优先兑现市委1号
文、营商环境100条、民营经济30条等政策
中可以享受的条款。

南京市招商动员会刚一结束，各区闻令
而动，秦淮区举行“云签约”仪式，共签下21
个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113亿元；建邺区
连续签下京东区域总部、三正健康基金、网
易有道等头部企业；投资40亿元的上汽大
通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基地项目“云
落户”江宁高新区；栖霞区在全市重点招商
项目“云签约”仪式上一连签下5个项目。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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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住疫情防控关，一手掌好经济

发展舵，以“两手硬”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稳健运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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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江苏徐州凯保乐电子
有限公司的300多名返岗员工都会戴
着口罩和护目镜在入口处依次通过
体温测试仪，然后走向各自岗位，开
始一天的生产。

截至3月8日，徐州市451家外企
中复工复产已有439家，复工复产率
97%。1月至2月，徐州市实际使用外
资（不含房地产）预计完成3.3亿美元，
预计一季度将顺利实现正增长。

眼下，在徐州的外资企业达成共
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暂
时性的，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
变。凯保乐电子（徐州）有限公司总
经理波斯·杨表示，中国各级政府应
对疫情的防控效率令人充满信心，他
对中国市场很有信心，对在徐州发展
很有信心。

徐州外资企业的逐步复工满产，
离不开徐州各级各部门的暖心帮扶。

徐州经开区对卡特彼勒等重点
骨干外资企业实行清单式服务，准确
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充分发挥淮海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平台作用，开展线上招聘；组织“迎工返岗”包
车，分赴山东、安徽、河南3省，为富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徐州
维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接回百名员工……

徐州高新区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科学划分22个网格，实
现辖区内企业全部进网格，对企业实行专人包挂，指导企业加快
复工复产；徐州市泉山区积极联系资质企业从境外进口一批医
用口罩，协助外资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徐州丰县、新沂等地积极
帮助天虹银丰纺织有限公司、科倍服装有限公司、元祥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解决医疗防护物资缺乏困难，免费提供1.5
万多只一次性医用口罩，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2月17日，卡特彼勒（徐州）有限公司通过网上办税系统申
请出口退税业务，第二天上午就收到了1068.85万元退税款。
随着外资企业陆续复工，徐州市税务局密切关注国际产业链企
业情况，第一时间兑现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为企
业复工复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

凯保乐电子（徐州）有限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目前，公
司已“满格”复工。“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迎头赶上，后半年将营业
额追平，完成全年目标。”公司总经理波斯·杨表示，2020年，凯
保乐还将按计划新增投资1200万元扩大生产。

“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的步伐在加快，外商投资信心也在稳步
恢复，今年以来，徐州市利用外资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徐州
市商务局外资处处长梁瑞珩说，下一步，徐州各部门将靠前服
务，加大外资招商力度，加快签约项目尽快落地，加快重大外资
项目推进力度，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健康发展。

3月16日，由江苏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意海安生态园共
同捐赠给意大利曼托瓦省的口罩进入意大利清关流程。这批口
罩共15箱、3万只，由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调拨、江苏省内
企业生产，所有口罩均符合欧盟标准。中意海安生态园在两天
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协调物流、办理清关等工作。

其实，早在14天前，由中意海安生态园企业代表江苏意迪
驱动设备有限公司捐赠的第一批1万只口罩就已到达意大利。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意大利有着6年的深厚情谊。2014
年10月，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意生态园谅解备忘录，合作共建
中意海安生态园。生态园坚持“国际视野规划、政府强化引导、
企业主导运作、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充分借鉴意大利的技术、品
牌、人才优势，重点围绕精密机械、纺织丝绸、高端家具、节能环
保、生态农业5大产业抓项目招引，先后落户意大利及欧洲项目
8个，意大利竖琴、工业机器人、汽车零部件、瓦屑机械、高档瓶
盖5个项目即将入驻。目前还有近10个项目在洽谈和推进
中。今年1月，中意海安生态园获批江苏省省级国际合作园区，
成为江苏省首批省级国际合作园区，并先后荣获意大利国家级
大奖——“金熊猫”友谊奖、“一带一路”杰出贡献奖。双方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实现了双赢，堪称中意合作的典范。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意海安生态园代表海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向意大利曼托瓦省发去最真切的慰问，表示愿同
舟共济抗击疫情。在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倡导下，“驰援意大
利”活动启动。“我们希望为意大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与合作伙伴共渡难关，共享未来。”海安市委常委、海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常务副书记严长江表示。

曼托瓦省省长莫塞利表示：“这些医疗物资珍贵无比，凝聚
着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我代表曼托瓦省，对海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中意海安生态园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表示衷心感谢。”

第三批由中意海安生态园企业代表华欧项目开发管理（海
安）有限公司筹资购买的1万只口罩正在装箱发货。此外，还有
口罩、防护服、测温仪等抗疫物资正在源源不断筹集中。

经济总量占全国十分之一的江苏，如何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两场“战
役”，这不仅关系着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的实现，也影响到全国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稳健发展“一盘棋”大局。

截至3月17日，江苏已连续28天没有
新增确诊病例，确诊病例治愈率100%，全
省实现清零。同时，江苏企业复工复产快速
推进，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复工总数4.5万家，复工面达
99.6%，复工人数746万人，占复工企业所
需用工数的89.5%。

面对疫情反应快、行动早、力度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唯快不破。
1月21日，江苏省委常委会研究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防控部署迅速
启动。

1月23日，江苏省疾控中心组建应急
队奔赴全省13个设区市。

1月24日24时起，江苏启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1月25日，江苏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人员全部终止节日休假，进入应急状态……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在疫情
防控中，江苏发挥优势，强化社会治理，效果
显著。

事实证明，守住了社区这道防线，就能
有效切断疫情扩散的渠道。

“您好！请问您回溧水了吗，住在哪
里？今天体温正常吗？”

南京市溧水区通过27个华为智能机器
人软件，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自动
拨打上年度登记的79556名流动人口电话，
为基层排查提供精准信息。

南京通过科技支撑、群防群治，以1.2
万个网格为基础，推行“网格+部门”“网格+
企业”“网格+志愿者”模式，实现政府、市场
和社会合力战“疫”。宿迁市实施立体防控，
5100余名机关党员下沉“疫”线，筑牢上下
联动防线。苏州市依托“1＋9＋N”工作体
系和运行机制，推动力量下沉，筑牢交通卡
口、社区等重要关口。

战“疫”以来，江苏省发挥网格化社会治
理机制和网格员作用，开展防疫宣传、做好

排查登记、掌握人员动向、避免人群聚集、入
户测量体温……全省12万个网格内近30
万名网格员用脚板织密了疫情“防护网”，以
行动筑牢了疫情“防控墙”。

与此同时，在支援湖北方面，江苏共派
出近3100人，其中医疗队员2804人，为全
国各省市最多，涵盖了重症、急诊、呼吸、感
染、麻醉、中医等10多个学科，分布在武汉、
黄石15家医院，覆盖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
和方舱医院。

截至3月6日，江苏省支援武汉医疗队
累计收治患者4442人，治愈出院1866人。
支援黄石医疗队抵达后，黄石市新冠肺炎新
增治愈781例，治愈率达到86.4%。

“零增长”不等于“零风险”，眼下，面对
境外输入的新情况新变化，江苏正在把外防
输入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坚决防止疫情出现
反弹。

复工复产多举措、全链条、效果好

疫情防控不能松，经济发展不能等。
2月1日，江苏紧急提供100亿元融资

额度支持企业复工复产；2月12日，江苏
出台稳定经济发展“50条”和扶持中小企
业“22条”政策；3月2日，江苏省发布阶段
性减免企业有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优惠等政策文件，为企业减轻负担约750
亿元。

与此同时，江苏省级各部门纷纷第一时
间作出响应，出台实施细则和落实方案，把

“真金白银”、优惠政策送给翘首企盼的企业
和项目。

自2月25日起，江苏省将疫情防控应
急响应级别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调整为二级响应。半个月来，江苏企业复工
复产快速推进。近日，江苏供电部门综合监
测显示，冶金、电子、医药、轻工、石化、机械
等行业用电量分别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95.7% 、91.5% 、86.3% 、85.3% 、82.6% 、
72.3%。

从地区看，南京、无锡、常州、南通、淮
安、盐城、泰州、宿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制造业看，电
子、石化、医药、光伏、冶金、轻工、机械行业
复工复产率超过80%，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复工复产率超过84%；从服务业看，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复工复产率
100%，金融业超9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超77%。

位于苏州昆山的纬创集团专注于开发
制造信息与通讯产品，目前企业到岗员工超
过2.3万人。当地政府帮助企业梳理产业
链“树状图”，精准高效服务复工，以龙头企
业的稳定带动全产业链的稳定。

“政府逐一落实帮扶措施，系统谋划助
力企业渡难关，企业将争分夺秒抢回‘耽搁
的时间’。”纬创资通华东厂区总经理周泓任
表示，金融部门的融资支持也为企业恢复发
展增强了信心。江苏昆山农商银行设立了

“复工贷”产品，并专设10亿元“复工贷”专
项额度，以优质、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
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成为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一些“晴雨表”指标同样向好，有的已与
去年同期水平持平或略超。江苏税务部门
表示，2月10日至3月7日，江苏累计开票
销售恢复到去年同期的70.4%。交通运输
部门表示，3月7日，江苏省高速公路出口流
量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97.6%，其中货车

流量达到去年日均流量的109%。

重大工程惠民生、增动力、提质量

2月 18日，江苏徐州市总投资1756.4
亿元的228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拉开
了徐州2020年实现“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目标的序幕。

这只是今年江苏重大项目投资的一个
缩影。2月14日发布的《2020年省重大项
目编制和推进情况》显示，江苏省投资计划
安排省重大项目240个，包括实施项目220
个、储备项目 20个，年度计划投资 5410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江苏投资计划安排重大
项目中，基础设施项目占47个，年度计划投
资2212亿元，占比过半。

在这批基础设施项目中，不乏市民期盼
许久的交通项目，如北沿江铁路、沪苏湖铁
路、江阴第二过江通道等，也有与电力供应、
通信提升息息相关的能源项目，如连云港田
湾核电站扩建、全省无线提升工程等。

“聚焦补短板惠民生，瞄准短板弱项、
痛点难点，兜底补短、强基扬优。”江苏省
发改委副主任徐光辉说，今年江苏将重点
安排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公共卫生、安全
生产等民生项目，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的“定海神针”。为
早日把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2月27日，
江苏省发改委建立重大项目建设企业用工
24小时工作调度保障机制，保障重大项目
建设的用工和资金需求。同时，投放省级统
筹用能指标300万吨标准煤，专项保障重大
产业项目合理用能需求。

一手把住疫情防控关，一手掌好经济发展舵——

江苏“两手硬”夺取双胜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南京发起第二个“招商突破年”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万 胜

助合作伙伴渡难关
——记江苏海安与意大利曼托瓦省

的深厚友谊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顾倩倩

3月16日，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中意海安生态园共
同向意大利曼托瓦省政府捐赠3万只口罩，驰援当地防御和抗
击新冠肺炎医疗一线。 顾倩倩摄（中经视觉）

苏州富士胶片映像机器有限公司是苏州最早的外企之一，主要从事医疗器械、微单相机等的生产，也是富士胶片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之
一。该公司春节期间保持连续生产，正式复工后员工数量超过3000名。图为工人在组装相机产品。 丁达祥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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