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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监督公告

每周时评玉Observation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8 月 21 日, 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扎实

推进“两个行动”、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

河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

书记李德才，中共濮阳市委书记宋殿宇，中共

濮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旭东，濮阳市政

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李莉荣，中共濮阳市委

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马世国，濮阳市金融工

作局局长马国文，濮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

长薛炳海，濮阳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志勇等参加了发布会。

宋殿宇院民营企业旺则濮阳旺，民营经济

强则濮阳发展实力强

宋殿宇代表濮阳市委、市政府就濮阳市

基本情况，以及开展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示

范市创建、推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提升行

动暨“一联三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情况，作

了介绍。

宋殿宇说，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旺则濮阳旺，民

营经济强则濮阳发展实力强。今年 1 至 7 月

份，濮阳市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同比分

别增长 7.0%、6.4%，增速均居全省第 1 位；外

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32.8%、增速居全省第 1
位，其中进口增长 83.1%、增速居全省第 1
位；全市新增贷款余额增长 22.3%、增速居全

省第 1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8%，税

比 72.5%、居全省第 2 位；全市新登记各类市

场主体 19419户、总数达 24.25 万户，其中，新

登记企业 6866 户、总数达 5.9 万户。

濮阳建立了高规格的市民营经济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制定了《濮阳市民营经济“两个

健康”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濮阳市“一联三

帮”保企稳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等“1+4”工
作方案；这一系列工作方案，都充分征求了企

业家的意见，目的就是，不仅要让企业家成为

政策的受益者，还要让他们成为政策制定的

积极参与者。

濮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企业首席服务员制

度，选派 747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重点企业和

项目担任首席服务员，帮助解决问题 2800 余

个，建立市级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专家和民营

企业家制度，帮助解决关键问题 70 余个；成

立十大工作专班，市级领导带头分包十大重

点项目和 66 个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省市重

点企业项目；在全省率先、全国较早印发支持

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20 条政策措施。认

真落实中央、省惠企政策，切实做到“减、免、

补、退”四到位，累计为企业减税降费 8.5 亿

元。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建成智慧金融服务平台，为全市 2068 家企业

发放贷款 114.8 亿元。

濮阳市拟定每年 11 月 1 日为“濮阳企业

家日”，企业家日所在的周为“企业家活动

周”，组织开展企业家表彰、优秀企业家先进

事迹集中宣传、走访企业家等主题活动，不断

增强濮阳企业家的自豪感、荣誉感。

黄旭东院 民营企业家队伍正日益成为濮

阳经济社会发展生力军

黄旭东说，濮阳市通过开展濮阳市功勋

民营企业家、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出彩濮阳人评选活动，通过示范带动，

民营企业家队伍正日益成为濮阳经济社会发

展生力军。

濮阳深入开展“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

伟业”主题教育活动，举办形势报告会、经济

运行分析会、重大政策解读会、联谊交友、走

访恳谈及谈心活动等 30 余场（次）、1500 余

人（次）。实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青蓝接力

工程”，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坐下来”等方

式，开阔企业家视野，提升企业家素质。

成立“濮阳市民营企业律师服务团”，提

供免费法律咨询和体检服务 320 余次；全市

政法系统选派县处级干部联系民营企业 154
家、政法干警联系民营企业 2420 家，市中级

人民法院选派 110 名首席服务法官联系重点

企业 130 家，开展民营企业走进政法机关 20
余次，为更多民营企业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涉

法问题；市公安局开展“进企业、访民情、送服

务、促发展”活动，全力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马世国院濮阳市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

马世国说，濮阳在全省率先组建市委营

商环境建设委员会，全面加强党对营商环境

建设的领导，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市委工作机

关，挂市委市政府督查局牌子，实现督促检查

与营商环境建设优势叠加、融合发展。

把 2019 年确定为濮阳营商环境建设年，把

2020 年确定为营商环境提升年，持续抓好营

商环境核心指标优化提升，努力实现“国际标

准、全国一流”。

濮阳在全省做到“六个率先”，即：率先选

聘营商环境观察员，监督政策落实和营商环境

优化；率先设立营商环境监测服务点，打通营

商环境建设的“末梢神经”；率先出台企业家参

与涉企政策制定实施办法；率先建立企业家智

库；率先开通“互联网+督查+营商环境”平台；

率先出台损害营商环境投诉处理及问责办法，

让企业充分感受濮阳营商环境的温度。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濮阳将持

续以改革应变局开新局，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取得更大成效。

马国文院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全力支持濮

阳市民营经济发展

马国文说，对全市符合条件的民营中小

微企业通过会议、电话、微信、短信、网络等方

式进行全覆盖政策宣讲。开发推广了无需担

保抵押的家合贷，今年上半年，全市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发放信用贷款

22.78 亿元，为 548 家企业办理了展期续贷

42.25 亿元，发放中长期贷款 19.5 亿元。适时

下调贷款利率，主动为企业降低综合融资成

本 0.5 个百分点，为企业节约财务成本近

2000 万元。 咱下转 P2暂

以更高质量发展
推动长三角“引擎”
全速运转
■ 刘夏延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

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为该地区加快推动一体化“主

引擎”全速运转、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大格局

中驶入“快车道”提供行动指南。

巨笔擘画，蓝图舒展谱新篇。实施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

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

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从中央出台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到

明确“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从初步

构建规划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到精雕细

琢施工落实的“工笔画”……一年多来，长三

角紧抓历史机遇，着力打破“一亩三分地”思

维，以点带面加快一体化进程，战略实施成果

已经显现。这片经济总量约占全国 1/4，年研

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约占全国

1/3，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约

占全国 1/3 的热土，通过不断办好“共同的

事”和“邻居的事”，按下了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和动力变革的“快进键”，以“龙头”之姿引

领长江经济带巨龙舞动。

新姿绽放，江南盛景今胜昔。面对疫情冲

击、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集中

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新要求，上海下好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

设“先手棋”、抓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浙

江发挥数字经济领先、生态环境优美、民营经

济发达等特色优势，江苏推进“六个一体化”

制度创新，安徽快马加鞭发展合芜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今日之长三角，外部挑战

愈大、内部抱团愈紧、发展成色愈足，通过不

断激活发展“增长极”，扩大创新“朋友圈”，构

建开放“新高地”，三省一市和有关部门精准

衔接、相互赋能，以空前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奏响新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合奏”。

勇立潮头，同心实干聚合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不是一日之功，我们要有只争朝夕的

时代紧迫感，更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

耐心，既要“俯身”干在当下，又要“抬头”谋划

长远。面向未来，长三角区域要充分发扬人才

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

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进一

步打开模式创新的“窗口”，拉开制度改革的

“大戏”，在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提升城市发展

质量、增强欠发达区域发展动能、推动浦东高

水平改革开放、夯实绿色发展基础、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方面，围绕重点领域和

重点区域进行突破，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

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

范围畅通流动，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

合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勇当开路先锋。

大江奔涌千帆竞，风生水起逐浪高。以国

家战略为指引，做好一体化发展这篇大文章，

具有强劲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长三角，必将向

世界展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续写更大的高

质量发展奇迹，在中国经济的大海中激发起

更为澎湃的浪潮。

■ 新华社记者

东南形胜，连江通海。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

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近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再次为这片占全国经济总量近

四分之一的热土指明了发展方向。

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产业集聚到

创新协同，从深化改革到扩大开放———今天

的长三角，正在“一体化”中谋划“更高质量”

发展。以国家战略为指引，激发“千帆一道带

风轻”的势能，迈向“奋楫逐浪天地宽”的新格

局。

乘势而上
推动一体化发展驶入“快车道”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时宣布，支

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

战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印发以来，三省一市围绕重点领域和

重点区域进行突破，初步构建起“四梁八柱”

的规划政策体系。来自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的

信息显示，一年来三省一市推出了 30 多项一

体化制度创新，签订了 120 多项合作协议，建

设了 60 多个合作平台。

一条长江，串起入海口的宝钢、下游的马

钢和中游的武钢。中国宝武马钢股份特钢公

司的车间里，到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一体化布局给马钢带来新活力！”中国

宝武马钢集团总经理丁毅说。作为长三角一

体化重大合作项目，去年 9 月中国宝武与马

钢集团战略重组后，马钢有了新定位———宝

武优特钢精品基地。今年 1 月到 7月，马钢钢

产量同比增长 6.5%、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逆势实现“双升”。

马钢是一个缩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成色，在今年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中得到

了“实战”检验。疫情期间，杭州率先推出的健

康码，在长三角和全国迅速推广开来。“从上

海到浙江只要一个码，不要小看这种便利

性。”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说，“这会大大刺激

来来往往的需求，摩擦系数降低了，很多经济

活动就会活跃起来。”

位于南京江北新区的中车浦镇车辆厂对

此有深刻感受。与江北新区一河之隔的安徽省

滁州市来安县，有 120多家企业为浦镇车辆厂

做配套。疫情防控期间，两地通过人员流动互

认、运输车辆共保、应急物资互帮，咱紧转 P2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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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濮阳在行动

千帆一道带风轻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向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