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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 396.77 亿元，同比
增长18.04%；规上高技术制造业产值2197.06
亿元，同比增长 30.39%，规上高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1539.88亿元，同比增长13.58%⋯⋯今
年前三季度，南京高新区交出“高分答卷”，扛
起科技创新主力军、改革发展主战场的担当。

1988 年，南京第一家高新区诞生于江北，
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召唤下，
各板块纷纷将园区建设作为地方发展的政策
工具。30 多年探索，高新区是南京经济腾飞、
城市外扩的“开路先锋”，但进入新的历史时
期，体制僵化、机构臃肿、活力缺失等问题，愈
发成为阻碍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路障”。

创新突围，只有改革一条路。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今年以来，南京在 2017 年整合设立 15
个高新园区的基础上，聚焦企业化管理、市场
化运作、专业化服务、差异化分配，全力推进

“去行政化”改革，加快释放发展动能，不断激
发创新活力。8 月 10 日，南京高新区管委会
总部挂牌，通过顶层设计，建立“1+N”运行体
系，统筹 15 个高新园区的发展规划、产业布
局和创新资源，通过物理上的“空间整合”和
化学上的“动力聚变”，加速跻身“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行列。

不看“身份证”，全凭“真功夫”

“如果不是公开竞聘，我根本到不了这个
舞台。”28 岁的厉飞，是六合高新区企业服务
部副部长，今年初，他通过竞争上岗，由原先的

普通办事人员，晋升为部门负责人。厉飞感
慨，全员竞聘不是走个过场，而是“集体起立、
重新入座”的真改实改。

长期以来，作为政府派出机构，高新园区
管理部门有着与生俱来的行政色彩，尤其是成
立时间较早的园区，机构臃肿、论资排辈、效能
低下等问题更为突出。释放园区的创新活力，
核心在人，关键在人，难点也在人。南京这一
轮园区“去行政化”改革，将用人机制作为突破
口，打破行政、事业、企业等身份界限，以“唯才
是举”的导向，优化岗位、身份锁定、封闭运行、
竞争上岗，让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适合的岗位上
大展拳脚。

消除身份“鸿沟”，创造平等机会，一大批
渴望崭露头角的有志青年跃跃欲试。改革启
动以来，南京累计开展 38 场竞聘活动，1762
人参与了近 900 个管理岗位的竞争。大部分
园区委托第三方，按照基本素质、专业素质、管
理素质和临场表现作出综合评价，真正实现

“能者上、庸者让、劣者汰”。
这是一次不讲情面、真刀真枪的比拼。雨

花台高新区共有 4 名处级干部落选，最终被分
流至其他部门，但同时也有 2 名副处级干部竞
聘为部长，18 名正科级干部竞聘为副部长。
一名科长“败北”后反思：“按部就班、到龄就
上”已成过去时，只有正视自身不足，争取抓住
下次机会。

立足精简高效，各高新园区通过优化机
构设置和员额管理，对内部职责、岗位设置进
行科学设计，实现“瘦身增肌”。六合高新区
只有 4 个内设机构，是全市机构最精简的分
园。建邺高新区人员净减少 181 人，改革后
管委会中层干部平均年龄仅 36 岁。徐庄高
新区有近 1/3 公务员分流到街道和职能部门。

岗位“重置”，职务“清零”，人员“洗牌”，南
京“一把尺子量到底”，搅动高新区“一池春
水”。南京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分析，高新
区是改革发展的“试验田”，唯有思维破冰，引
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市场化用人机制，
才能打造一支管理精干、服务高效、作风顽强
的“创新尖兵”和“先头部队”。

打破“大锅饭”，只问“KPI”

政府主导的传统园区管理模式下，由于激
励约束机制缺失，“以岗定酬、以职定薪”成为
最鲜明的“行政化”符号。“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与高新区追求效率与
质量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让能干事的名利双收，让混日子的无路
可退。”南京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认为，

“去行政化”改革的本质，就是通过利益重新分
配，综合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激发园区工作
人员干事创业的动力与活力。言下之意，端走

“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势在必行。
南京出台的《关于优化开发园区管理运

行机制的若干指导意见》明确：根据公务员
税前薪酬平均水平的 1.5 至 2 倍确定年度总
盘，薪酬总额与指标完成、发展绩效直接挂
钩；通过 KPI 方式量化计算，适度拉开不同
部门、不同人员的薪酬差距，最高与最低薪
酬垂直比原则上控制在 3 至 5 倍；对承担重
点发展指标的部门，在绩效方面予以适当倾
斜；对特殊岗位、特殊人才采取年薪制、协议
工资制或项目工资等灵活方式柔性引才，所
需额度不列入薪酬总额。

动力变革，招商条线“春江水暖鸭先知”。
今年，浦口高新区招商部门人人扛指标，个个
背任务，每月还在内部开展擂台赛，科学评价
招商绩效，实行上有奖励、下不保底的激励机
制，同时还把项目到资率、落地转化率纳入考
核内容。11月7日，由DXC(惠普企业服务)投
资百亿元的南京国际软件质量总部基地签约，
这是浦口高新区今年分量最重的项目。招商
中心主任吴思乡感慨：“把世界500强引进来，
整个团队的工作强度超乎寻常，这种状态过去
想也不敢想。”

赏罚分明，才是好的机制。南京此轮园区
改革，以两年为周期，对个人考核实行等次强制
分布，设置不低于 3%的不合格人员刚性淘汰
率，通过待岗降薪、岗位调整、免职解聘等手段，
积极推进末尾淘汰机制，增加后进人员危机感。

江北新区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制定更能
调动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考核评价体系。
全体干部员工按照五星到一星进行考核，按
5%比例分别评出二星及以下员工 41 名、39
名，结果挂钩干部选任、评先评优和绩效薪
酬。相关负责人认为，用好绩效考核的指挥
棒，“去行政化”才能“去”得彻底。

告别“一把抓”，事先“分好家”

伴随着园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产城融合不
断深入，管委会的职能逐步膨胀，并超出了“园
区管理”的范围，趋同于一级政府。如何让高
新园区管理机构专注于主责主业，肩负起“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历史使命？南京以
改革破题，聚焦剥离社会职能和厘清政企权责

两道“减法”，用制度创新让园区轻装上阵。
顶山街道研创园服务办，是江北新区去年

新设立的机构，5位街道工作人员入驻园区，原
本在临江社区工作的顾浩就是其中之一。“教
育、民政、社保、计生、卫生等民生服务，我们随
叫随到。”顾浩说，经过一年磨合，园区平台专注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街道负责社会事业和城
市治理，街园共治共享的格局逐步稳定成型。

剥离园区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管理机构不
再“眉毛胡子一把抓”，更加聚焦经济发展。“顶
山实践”正在成为“南京现象”：浦口高新区剥
离社会事务 167 项，最大程度释放发展活力；
白下高新区将社会事务全面移交光华路街道
负责；玄武区专门组建徐庄社区，管理徐庄高
新区内3个居民小区。

在园区内部，另一场“分家”加速推进。南
京的改革方案明确，党工委、管委会承担发展
规划、产业引导、营商环境等工作；平台公司具
体推进开发建设、资本运营、招商引资和企业
服务等任务。改革后，党工委和管委会将安心
当好“婆婆”的角色，全力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平台公司被赋予更多自主权，市
场主体地位更加明确，全力当好园区的载体开
发商、系统运营商和综合服务商。

今年，南京多个园区推出特岗特薪，就是
平台公司被赋予用人权的最好体现。鼓楼高
新区开出综合税前年薪100万元的条件，招聘
区块链业务副总经理，负责定向招引区块链企
业落户。白下高新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智能车
联网招商部经理，年薪百万。溧水高新区手笔
更大，对特定岗位的高层次人才明确年薪约
200万元。

厘清权责，才能更好地各司其职。南京市
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分析，通过改革确权，有
效打通平台公司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要素集
聚能力不强的堵点，各方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真正打好创新赋能的“组合拳”。

既要“突击队”，更要“集团军”

今年 7 月，国务院就国家级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出台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国家高新区探索
岗位管理制度，实行聘用制，并建立完善符合
实际的分配激励和考核机制；支持国家高新区
探索新型治理模式。对1991年就跻身国家级
的南京高新区而言，本轮改革正当其时、恰逢
其势。

园区强则南京强，园区进则南京进。27、
20、15，最近三年，南京高新区在169个国家级

高新区中排名实现“三级跳”，成为南京经济始
终保持较高增速的强力支撑。8月10日，整合
15 个园区、实行 1+N 架构的南京高新区管委
会总部挂牌，开启了获批国家级 29 年来最具
里程碑意义的一场变革。南京市主要领导在
揭牌仪式上提出，抓好高新区建设发展，瞄准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做好“十四五”规
划编制，加快高新区发展公司组建，确保 1+N
体系高效运行、高新区争先进位。

梳理南京高新区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
个诞生之时仅有16.5平方公里的园区，经历了
一路分分合合，如今已是面积达647平方公里
的“巨无霸”，规模在全国名列前五。“从‘散装’
到‘整装’，根本目的是要更高效地提质量、调
结构，形成‘群狼效应’。”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由分到合，南京希望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宏
观规划、品牌建设、政策支持、服务支撑和监测
评价，以系统性理念和市场化手段为 15 个高
新园区赋能。

理念之变，源于过往的教训。在园区“野
蛮生长”时代，南京由于缺乏高位统筹，板块为
争抢资源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案例时有发
生。各自为战导致板块之间产业同质化现象
严重，难以形成协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要狠抓创新
体系建设，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进行
优化组合。南京高新园区从“单机”走向“联
机”，迫切需要一根指挥棒。

1+N 体系中的“1”，正在逐步为“N”赋
能。南京高新区聘请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对
15 个分园进行摸底，以“一盘棋”思维编制

“十四五”产业规划。高新区发展公司正在加
速筹建中，未来将以精准投资的方式，对分园
的重点项目进行扶持。当前，南京高新区管委
会正积极帮助建邺园、鼓楼园、雨花台园创建
省级高新区，全力推动分园高质量发展。

南京经济总量今年已攀升至全国第9，并且
增速在东部万亿级城市中保持领先。这也意味
着，南京高新区在全国序列争先进位，有巨大的
潜力，并且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动能。
南京抛出高线目标：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万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研发
强度达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率先形成
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方式。

“十四五”开局在即，锚定创新，南京高新
区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 盛文虎
本报通讯员 秦 峰 张 程

重塑体制机制优势重塑体制机制优势，，南京高新区南京高新区——

改革赋能改革赋能，，逐梦逐梦““世界一流世界一流””

12月6日下午，今年国内首场国家级滑
板赛事“澎湃杯”2020年全国滑板锦标赛在
溧水国家极限运动馆落幕，全国各地17支代
表队、近百名专业运动员参加比赛。

比赛中，溧水高标准的硬件设施、高质量
的赛事组织、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和优良的生态
环境得到了选手和教练们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极限运动馆的街式场地可玩性很高，也
很全面，每一种层次的选手都可以找到提升
训练水平的空间。”来自福建省滑板队的李晓
昂说。

贵州省滑板队教练张博华说，比赛场地
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服务保障也很到位，可
以看出溧水对这个项目也很重视。比赛结束
后，要带队员们在溧水走一走看一看，顺便再
到周边的高淳、句容、溧阳等地看看美景、特
色建筑，尝尝当地的美食。

来自陕西省滑板队的田佳兴说，前段时

间从网上看到溧水的“天空之境”很美，这回
一定要去看看。

近年来，溧水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吸引
了各类大赛主办方的目光。连续三年承办中
国女篮与国际强队对抗赛，主动承办全国男
子篮球联赛东部战区篮球队主场赛事，举办
的“耀武世界”中外拳手争霸赛在国内外颇具
影响。

去年6月20日至23日，2019 WDSF世界
街舞锦标赛、2019 CDSF街舞世界杯将溧水
“点燃”，来自全球67个国家的街舞顶级高手
同场竞技、切磋“舞艺”，又让溧水在全国火了
一把。

徜徉在体育赛事的海洋中，溧水多种多
样的体育赛事活动正源源不断地激发出城市
内在动能，拓展了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志愿者、浦江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团委书记曹萌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溧水人。“看

到家乡这些年的变化，幸福感挺高的。从一届
一届的马拉松，再到全国滑板大赛，溧水承办的
比赛层次越来越高了。”曹萌自豪地说。

“溧水可以说地处长三角核心位置，离上
海、杭州都很近。在这样一个地区举办国家级
的极限运动赛事并不意外。”江苏澎湃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郑苏杭说，一个地区体育产
业的快速发展，背后体现的正是这个地区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名从业15年的体育
人，溧水的决心魄力让我很感动，让我很有归属
感。这也是吸引我从杭州到溧水工作的原因。

位于无想山下的溧水国家极限运动馆，仅
用8个月就完成了2年工期的建设任务。馆内
建有全球最大的室内冲浪、风靡全球的太空风
洞、极限攀岩墙、滑板碗池及街式场地、小轮车、
蹦床等各类极限运动项目场地，场地规格均达
到奥运比赛要求。

“溧水国家极限运动馆是全球最大的室内

极限运动馆，建筑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也是目
前全球唯一的一站式极限运动综合体，这里有
望成为极限运动界的‘伯纳乌’。”江苏澎湃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有着十年滑板经历的
林圣凯说，本次大赛是2020东京奥运会滑板项
目的首场奥运积分赛，是争取奥运会参赛资格
的重要一步。

溧水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滑板运动充满的
是速度与激情，洋溢的是青春与活力，这些与溧
水这座城市的气质高度契合。溧水是南京南部
郊区新城，拥有南京艺术学院、江苏二师院、南
林大等多所知名院校，集聚了新能源汽车、临空
经济、大健康等战略新兴产业，是一座年轻的城
市、年轻人的城市、年轻化的城市。溧水将围绕
“南京南部中心、健康活力新城”定位，大力实施
大健康、大教育、大数字战略，努力建设一座本
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城市。

本报记者 朱 泉

冲刺东京奥运会，2020全国滑板锦标赛在溧水落幕

“这个赛场，将成极限运动的‘伯纳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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