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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
担，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经风雨、见世面，真刀真
枪锤炼能力，以过硬本领展现作为、不
辱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表示，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担当作为，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

走进吉林省梨树县青堆子村，秋收
时节的田野中，玉米泛着金黄。在当地

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
凤香连日来和农户们一起收割玉米，忙
得不亦乐乎。一穗穗玉米收割归仓，韩
凤香和农户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要
提高政治能力。作为合作社负责人，同
样需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粮食安
全，稳定农民基本收益。” ▶下转3版

练就过硬本领 勇担时代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明奋进方向

本报讯（记者 耿 联）10月10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苏州主持召开
当地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深入了解当
前企业发展运行情况，听取对“十四
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给企业
增信心、鼓干劲、添动力。娄勤俭强
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
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构
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弘扬企业家精
神，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力争全年经济发展
取得更好成绩。要开门问策、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科学编制好我省“十四
五”规划，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
设不断开辟新境界。

座谈中，省领导和厅局负责人与

企业家们交叉围坐，娄勤俭首先代表
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民营企业家表示
感谢、致以问候。他说，今年以来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奋力拼搏，坚
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上半年经济实现0.9%增长的
基础上，三季度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继
续回暖向好。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包
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省企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
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力量的广大民营
企业，面对严峻考验，化危为机、危中
寻机、克难奋进，千方百计恢复生产，
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为落

实“六稳”“六保”任务特别是为稳就
业、稳外贸、稳投资提供了有力支
撑。娄勤俭强调，编制“十四五”规
划，关系到下一个五年我们如何开创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新局面，关
系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局起步，
规划编制的过程也是发扬民主、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的过程，要充分吸收社
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
验，企业家处在经济运行一线，掌握
产业最新动态，对发展有着深刻的感
知和见解，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总裁高德康，江苏沙钢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彬，苏
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勉，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陆红彬，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建华，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局主席崔根良，苏州绿的谐
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左
晶，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袁永刚，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裁倪祖根，苏州亚盛药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大俊等10名企
业家代表先后发言，介绍了企业克服
困难取得的良好成绩，就我省“十四
五”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
建议。有的结合创业实践，表达了于
变化变局中抢抓机遇，进一步做优做
强做大的信心决心；有的表示要通过
持之以恒的创新， ▶下转2版

娄勤俭在苏州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集思广益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进一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撰写调研报告、做项目论证、课
题结题……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假
期，江苏鸿程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研
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宜华的日程
排得满满当当。10月10日，黄宜
华回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南京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在他创立的南京大学
PASA大数据实验室里，他正带着
硕士、博士召开每周例会。

“我是一名 58 岁的‘学者创
客’，这是我的工作常态，忙碌并快

乐着。”自称“学者创客”的黄宜华
笑言。黄宜华是国内高校最早从
事系统化大数据技术研究教学的
学者之一，担任着江苏省计算机学
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及中国
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务。

1998年，黄宜华作为南京大学
教授赴美国访问并留美工作 10
年。2008年，他从美国回到南京大
学工作，2009年建立了南京大学
PASA大数据实验室。▶下转5版

“学者创客”黄宜华梦圆南京——

这里有最适合创新的“土壤”

金秋时节，位于苏州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
苏微康生物有限公司接到一份又一份订单。去年
11月，微康生物顺利拿到益生菌菌粉的企业标准备
案，加快了企业大健康产业发展步伐。这份“一证难
求”的备案能顺利获得，背后是微康生物有限公司党
委的“对子”——省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处党支部的专业辅导和贴身服务。

去年以来，在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牵头下，江苏
41个省级机关党组织下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吴江片区，与45家民企党组织成功牵
手，实现“机关党建+非公党建”结对共建。党建为
媒，推动发展一线需求“直通”省级机关、省级机关服
务“直达”基层企业，成功解决一批制约民营经济发
展的难点问题，以实际行动助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
质量发展。

“点对点”辅导，突破发展瓶颈

随着大健康产业风口进入爆发期，率先打破国
际益生菌菌种技术垄断的江苏微康生物，准备把业
务从益生菌原料的研发供应拓展到保健食品的开发
生产，却遇上了生产许可的难题。

去年下半年，在与微康生物党委牵手共建后，省
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党支部立即到
企业开展调研，召集省市县三级监管部门“现场办
公”，解决生产筹备过程中的困难，并组织专家和相
关职能部门加快资料审查，同时对企业开展一系列

“贴身辅导”。
“省局的专家们到来之后，从最基础的标准入

手，为我们进行专业的指导核查，直至达标，让我们
少走很多弯路。”微康生物副总经理夏九学说，“原本
企业想重新申请一个备案企业标准，专家们研讨后
建议在原有的备案基础上申请扩大范围，大大减少
申请难度，也正是这样的思路，帮助我们缩短了申请
周期，及时抢占了市场。”

国产电梯第一品牌康力电梯，也是在省级机关
党组织的“点对点”辅导中突破了发展瓶颈。

电梯行业价格竞争激烈，仅吴江地区就有大小
电梯生产企业50多家。康力电梯向结对的江苏省税
务局机关党组织提出能享受哪些税收优惠的问题。

“我们派了业务骨干过去，对企业进行精准把
脉，发现康力电梯近年来研发投入大，产品科技含量
高，电梯虽然是硬件，但其中嵌入的电梯控制软件在
产品价格构成中占比较高。按照税法规定，康力电
梯可以享受软件产品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省
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夏敏说。在税务部门辅
导下，经全面梳理和对研发投入的专项核算，康力电
梯在3个月内符合了退税条件，立即享受到退税优
惠，增加了竞争力，“议价能力强了，企业更加愿意加
大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专业视角研判，拓展发展空间

“直插到底”的服务，不仅帮助企业解决现有难
题，也以专业视角为企业拓宽发展思路，定制发展路
径，助力民企高位发展。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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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雨薇） 10月
11日晚，作为第 23届北京国际音
乐节的重要演出单元，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丝竹里的江南”主题民族
管弦乐音乐会在北京保利剧院奏
响。至此，成立3年的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成为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
以来第一支被邀请的成建制职业
民族乐团。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一年一度的

古典音乐领域国际盛事。由苏州民
族管弦乐团带去的这场音乐会，精心
策划了兼蓄中西的曲目，包括《威廉
退尔》等4首将西方古典音乐名作改
编为民族管弦乐版的乐曲。此外，还
侧重了原创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展示，
包括曾入选文旅部2018、2019年度

“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
作扶持计划”的《丝竹的交响》和《干
将·莫邪幻想曲》。

作为首支受邀民乐团赴京献演

“丝竹江南”奏响北京国际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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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面小康这五年
我的我的““十三五十三五””①①

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

编者按 今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回望这5年，正是
我们每一个人栉风沐雨的不
懈奋斗，展开了“强富美高”新
江苏的壮丽画卷。个体砥砺
前行的生动切片里，可以窥见

“十三五”江苏成就的拼图。
今天起，本报推出“迈向全面
小康这五年·我的‘十三五’”
栏目，聚焦来自 13 个设区市
的 13 位不同职业、不同身份
的个人，通过他们的奋斗经
历，感知江苏 5 年来的新发
展、新变化。敬请关注。

本报讯（李仲勋 陆洁晴）10
月11日，中国现代化新征程暨纪念
费孝通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
苏州市吴江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丁仲礼，国务院研究室原
主任、党组书记魏礼群，江苏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民盟中央
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张平，江苏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苏省委主委
胡刚等出席会议。

费孝通是中外知名的社会学
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是民
盟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致力于社
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工作，写
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在吴江开
弦弓村驻村调查形成的博士论文
《江村经济》，被学界誉为“人类学实
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
程碑”。他以社会学家的敏锐，在总
结吴江等地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一系列
关注时代发展的命题。

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深切缅怀
费孝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杰出贡献，追忆他真诚坦荡的大
家风范、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天
下大同的家国情怀。现场还举行
了《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
曲》首发、“民盟中央学习实践基
地”揭牌等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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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2020常州西太湖半程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赛（常州站）在武进花博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名马拉松选手齐聚常州西太湖畔，一展跑技。 夏晨希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记者 顾 敏）10月11
日，第二届“健康中国”发展大会暨中
医药产教融合发展大会在南京市溧水
区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省
政协主席黄莉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开幕式上
致辞，副省长陈星莺主持大会开幕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钟南山向大会发来视频致辞。

郑建邦在讲话中指出，推进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践行“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
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国家整
体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加快推进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践行“健
康中国”战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六稳”“六
保”任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应有之
义。希望江苏省和南京市以及溧水
区以此次大会为契机， ▶下转2版

第二届健康中国发展大会暨中医药
产教融合发展大会在南京溧水召开
郑建邦讲话 黄莉新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