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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召开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

开发区新聘专职招商人员
业务培训班开班

经营情况、上市工
作进展情况、上市
过程中存在的难
题等进行了交流
发言。
市委常委、区
党工委书记牛世
杰指出，推进企业
上 市（挂 牌）对 开
发区来讲是一项
开创性的工作，是
提升开发区综合
经济实力、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和加
为全面贯彻落实《兴化市推动企业加
快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企业做大做
快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转型发展的若干政
强的必由之路。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做到
策意见》和《兴化市加快推进企业上市（挂
思想上重视、认识上到位、政策上落实、措
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文件精神， 施上可行，推动开发区企业上市（挂牌）工
加快培育一批重点后备企业上市（挂牌）， 作取得重大突破。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引导企业运用高端资
围绕推进企业上市（挂牌），牛世杰提
本市场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提升企业知
出三点要求：一、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全
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园区产业高质量发
力推进企业上市。上市企业是一个地区综
展，9 月 9 日上午，我区召开企业上市工作
合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地方经
推进会。
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推进企业上市
会上，东吴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总 （挂牌）是实现企业“强起来”的重要途径，
监钟名钢讲解了企业上市（挂牌）的基本
抓企业上市（挂牌）就是抓发展、抓创新、
条件、流程、注意事项及优势风险；江苏兴
抓未来。拟上市（挂牌）企业要抓住经济发
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负责人翟鹏
展转型期和我市相继出台多项激励政策
分享了上市经验；市金融监管局局长赵桂
文件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坚定信心，
银解读了《兴化市支持企业上市（挂牌）八
主动作为，坚定不移地推进企业上市（挂
牌），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条激励办法》；市工信局领导朱桂榕就推
进企业上市（挂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区
二、增强实力，扎实推进，加快企
内 13 家拟上市企业负责人围绕当前生产
业上市步伐。要认真制定企业上市 （挂

9月11日上午，
我区新聘专职招商人
员业务培训班开班。
市委常委、
区党工委书
记牛世杰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此次培训为期四天，
共有37名专职招
商人员参加，
将邀请市区相关部门业务专
家从产业政策、
环保政策、
国土政策、
财税
相关知识等方面提供业务培训和指导。
针对此前专职招商笔试试题，
牛世杰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他指出，
发展靠项
目，
项目靠招商，
招商引资是我区最重要的
工作，
要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打造一支会招
商、
懂招商的专职招商队伍，
为我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要富有招商情怀。
专职招商人员作为
我区招商工作的主心骨、
生力军，
要饱含家
乡情怀，
牢记初心使命，
在各自的岗位职责
上加强理论学习，
提升思维能力，
积累招商
经验，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招商成绩、
收
获人生价值。
要铆定招商目标。
当前，
我区按照
“一
城两区三核”
的产业发展定位，
建设中国健
康食品产业名城，
做强调味品产业集聚区
和培育功能食品产业集聚区，
打造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核心区、
装配式建筑产业核心
区及新兴产业核心区。
要聚焦发展目标，
熟
悉国家新政策，
抢抓发展新机遇，
精准开展
靶向招商，
实现项目招引新突破。
要优化招商策略。
招商工作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
专职招商人员要学会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项目各自特征，
制定不
同的沟通策略，
在沟通过程中既要坦诚相
待，
又要扬长避短，
在挖掘共同价值观上下
功夫，
为项目成功招引增加筹码，
为我区经
济发展贡献力量，
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期
望。

牌） 计划，明确企业上市 （挂牌） 的路
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扎实有序推进
企业上市 （挂牌） 工作；要努力打造企
业自身特色亮点，充分挖掘企业发展潜
力和优势，努力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
力，增强企业上市 （挂牌） 的资本和实
力；要全面提升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企业通过上市 （挂牌），倒逼自己加快向
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全面提升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
三、加强引导，强化扶持，全力服
务企业上市。要有重点地做好服务扶
持，经济发展局要将拟上市企业列入重
点服务对象，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微信
群，邀请市工信局、金融监管局给予指
导帮助；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服务支撑，
全力以赴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矛盾问题，
做好支持保障、提供便利条件、开辟绿
色通道；要真金白银的给予优惠政策，
在市出台的政策意见基础上，我区要配
套制定鼓励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利用资
本市场加快转型升级。
四、加强引导，强化扶持，全力服务企
业上市。要有重点地做好服务扶持，经济
发展局要将拟上市企业列入重点服务对
象，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微信群，邀请市工
信局、金融监管局给予指导帮助；要有针
对性地做好服务支撑，全力以赴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矛盾问题，做好支持保障、提供
便利条件、开辟绿色通道；要真金白银的
给予优惠政策，在市出台的政策意见基础
上，我区要配套制定鼓励扶持政策，引导
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转型升级。

开发区召开智能化制造企业工作推进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 《全市工业企业智
能化及互联网赋能三年行动计划》，推
动全区工业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9 月 9 日下午，我区
召开智能化制造企业工作推进会。
会上，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传达了
市政府关于印发 《全市工业企业智能化
及互联网赋能三年行动计划》 的通知；
江苏中辉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分享了企业智能改造的成功案例；区
20 家智能化制造企业负责人分别进行了
交流发言；参会区领导及单位部门负责
人就企业智能化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与
意见。
市委常委、区党工委书记牛世杰指
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未来工

业制造业发展方向，要因势利导、顺势
而为、乘势而上，通过资本市场开拓、
智能化及互联网赋能，不断夯实工业强
区、工业强市的发展基础，全力以赴为
园区经济社会增添发展后劲。
一、顺应发展形势，加快推进企业
智能化改造工作。要紧扣发展方向，智
能化制造企业必须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
与产业变革的新形势，加快实施智能化
改造提升行动，推进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要牢记发展职
责，开发区是全市推进企业智能化及互
联网赋能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按照
行动计划，积极引导和推动企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要寻求发展机遇，通过智能
制造，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

量，增加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加快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科学制订方案，扎实推进企业
智能化改造工作。要认真研究方案，结
合企业智能化改造现状，编制我区三年
行动计划，制定规范有效的实施方案；
要鼓励企业赋能，强化宣传引领，组织
参观学习，加强企业对智能化改造重要
性的认识，同时，引导新招引项目建设
智能化工厂及车间，提高项目智能化建
设的标准和水平；要分类有序实施，引
导尚未实施智能化改造的企业增添智能
设备，鼓励已经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
提高智能化应用范围，从智能制造单元
向智能制造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
厂方向努力。

三、强化服务扶持，全力推进企业
智能化改造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通
过成立工作专项组，积极组织推进行动
计划，同时，将智能化改造列入评先评
优项目，制定出台考评办法，加大组织
推进力度，全力抓好企业智能化改造工
作；要强化要素保障，将实施智能化改
造与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相结合，
在项目建设用地、企业用电需求、供热
用气、信贷支持、项目上争、财政奖励
等方面给予差别化政策，鼓励企业不断
提升智能化水平；要强化服务扶持，总
结典型案例，加大宣传引导，提高服务
水平，全方位、全天候为企业排忧解
难，推动企业在实施智能化改造方面率
先启动、走在前列，为全市作出示范。

开发区 （街道） 召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观摩推进会
9 月 7 日上午，我区（街道）召开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现场观摩推进会，
对近期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
对下步农
业农村重点工作进行再推进、
再部署。
会前，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南官村袁家自
然村、董家村陈家自然村、南塘村魏家自然
村，实地参观集聚提升村创建成果，现场学
习交流整治工作经验。
走进南官村，
村内到处是大刀阔斧破旧
建新的景象，自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村两委
一班人精诚团结，解放思想，大力推进村庄
基础设施完善建设，
积极争取能人老板资金
支持，
狠下功夫改善村庄居住环境。
董家村作为今年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推进会现场观摩点首站，
村容村貌改善显
著，
村内新建桥梁将村民居住区与沿河小公

园相衔接，
打通了方便群众生活娱乐的休闲
刻总结未达预期目标的原因。人居环境整
尺督查，强化督查，强化考核，强化责任
廊道，
“魅力港口，先锋陈家”的现实画卷正
治、低收入集中认定、疫苗接种、党建考
追究，以真督查严问责促进各项工作取得
逐步展开。
核等各项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个别村表
成效。
南塘村清澈的河面上碧波荡漾，
村内新
现出工作机制僵化、动力不足。对此要深
街道办事处主任冯巧岚主持会议，要
村部建设、百姓大舞台打造亮点纷呈，村庄
刻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以求真务实
求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切实夯实主体
规划编制有序开展，
接下来将加快步伐提升
的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达标。二是
责任，以工程化、项目化的方式来推进农
村庄面貌，逐步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推
认真应对日益严峻的复杂形势。要树立
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形成工作合力，各片
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跳起摸高”的工作标杆，努力使各项工作
长、相关负责人要挂图作战、齐心协力，
会上，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少华对前
走出洼地、踏上平地、攀登高地；要实施
确保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要做好督
期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点
雷厉风行的专项行动，精准组织力量，对
查督导，街道农业督查办、纪工委要协调
评，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布置；相关
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随机排查，久久为功、 联动，组织力量，随机督查，确保人居环
创建村负责人就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
持续发力，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境整治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交流发言；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倪琴凤传达
三是切实扛起艰巨繁重的工作责任。要一
区街相关领导干部，农口中层干部，
了全市低收入人口集中认定工作实施方案。 条心推进，11 个片区要同心协力，以片包
全体涉农单位部门负责人，各行政村党
就如何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街道
干、以片推进；要一张图落实，严格对照 （总） 支部书记、自然村负责人，督查办全
党工委书记花军阳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深
目标，制定清单，合理利用对策；要一把
体人员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