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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5月，我市启动了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工作。两年多来，创建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推动实施“五项工程”、探索实践“四
条经验”，为江苏省乃至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提供了有益借鉴。

常州市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纪事

实施五项工程 探索四条经验

建立“两个健康”评价指标体
系。坚持问题导向，委托第三方开
展“两个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建设工
作，科学反映我市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水平和成效。召开新时代“两个
健康”指标体系座谈会，听取部门意
见和企业反馈，形成年度发展指数
和评估报告。

年轻一代企业家赋能接力，推进

“百千万工程”、企业经理人培训班、
“走进企业、学习先进”系列活动。截
至目前，第二轮“百千万工程”已开办

“百人班”1个、“千人班”6个、“万人
班”5个。落实“年轻一代企业家五年
培养计划”，创新举办“与先锋同行”活
动，与重走长征路、学习标杆企业和年
轻一代企业家培训班共同构成“1+3”
培养模式。

履行社会责任行动。持续引导民营
企业家主动参与光彩事业、公益慈善事
业和精准扶贫行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截
至今年6月底，常州市百万以上光彩基
金总数达380个，其中千万以上66个，
协议资金总额达16.55亿元，累计投入
使用10.79亿元。

统轩 黄钰

政治领航提引工程

推进新兴产业培育行动。我市加
快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实
验室建设，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快速发展；培育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绿
色精品钢、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石墨
烯及碳纤维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新
型电力设备等5个1000亿元产业集
群；聚力培育国科微、纵慧星光等龙头
企业，打造涵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
芯片封测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的全产

业链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动。我

市及时掌握民营企业转型发展中的难
点和痛点，在企业股改、上市辅导、资
金项目申报和高企认定申请方面精准
施策，建立“专精特新”“小巨人”培育
库，鼓励更多企业聚焦特定细化产品
市场。目前，常州市上市企业总数达
77家、隐形冠军200多家、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122家、规上工
业企业5123家。

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
动。我市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等财税政策，做好民营企业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并给予配套
奖励支持；创新实施“龙城英才计划”，引
进多个领军型创业人才和拥有核心自主
知识产权的团队；组织实施30项具有领
先水平、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创新项
目；联合国内外大院大所、知名企业共建
研究机构，进一步提高集成创新和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统轩 黄钰

产业发展提速工程

推行“标准地+承诺制”工业用地
出让制度试点。我市在江苏省内先行
探索工业项目“标准地+承诺制”出让
制度，出台《关于开展工业项目“标准
地+承诺制”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
让每宗“标准地”出让时附带地块投入
产出控制性经济指标，同步建立事先

做评价、事前定标准、事中作承诺、事后
强监管的全程服务体系，实现投资项目
开工前审批最多40天的目标，提升优化
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市推进
“不见面审批”，全面实现“3550”改革目
标，简化办理程序和材料，强化部门间数

据共享，推广“一城通办”登记模式；推进
“企业服务进园区”活动；在江苏省率先
启动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工
作，成立江苏省首家为民企打造的县
（区）级一站式服务平台，运营“武进惠企
政策一号通”微信公众号。

统轩 黄钰

服务发展提效工程

开展为民企送服务、解难题、办实
事行动。我市印发《市领导走访全市
民营企业家“送服务、解难题、办实事”
意见建议交办任务清单》，推动市四套
班子领导、各级工商联走访企业476
家，推动27个市级部门单位和辖市、
区为111家民营企业解决企业发展和

生产经营中的意见建议和问题170余
条；建立企业家意见建议受理办理工
作平台，对企业家意见建议进行录入、
交办、办理、答复、督办、反馈；连续两
年向优秀民营企业家发放“常商服务
卡”，帮助协调解决29位持卡企业家
子女入学问题。

开展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我市
在江苏省率先构建市管辖区民营经济营
商环境评价体系，每年组织开展常州市
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估，发布《常州市区
域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综合评价报告》，推
动各地各部门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统轩 黄钰

亲清政商关系提优工程

我市大力推进商会建设三年行
动，落实《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
革和发展的实施方案》，促进商会组织
实现商会党建工作、商会组织数量、商
会发展活力、商会作用发挥“四个提
升”；建立健全商会综合监管体系，将
规范化要求落实到商会组建、运行、管
理、换届全过程和各环节；探索开展功
能型党组织建设，推进商会党建“两个
全覆盖”。

市委、市政府以新时代“两个健
康”先行区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民营
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努力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
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探索实践出了
四条经验。

一是理念指引，矢志遵循“总基
调”。“两个健康”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两
个健康”先行区创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委、市政府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

刻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时代背景，锚定创建目标，持续深化探
索，推动“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走准走深
走实，着力扛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探路者”的使命担当。
二是领导重视，科学谋划“路线

图”。民营经济始终是常州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为此，市委、市
政府把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作
为引领常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工
程、全局性工作，以“高位推进新模式”推
进创建工作。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关心
支持服务民营企业家发展专班”，建立了

“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并以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
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服务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重点推进改革创
新、融资输血、松绑减负、健康引领、优质
服务以及保驾护航“六大工程”。市委统
战部、市工商联组建联合课题组，出台
《常州市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
实施方案》，发布《常州新时代“两个健
康”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办法（试
行）》。我市各级各部门制定出台配套文
件近30个，形成了完善的政策服务体系。

三是模式创新，实践蹚出“新路

子”。“苏南模式”是常州的金字招牌，也
是立足区域竞争的成功经验。在创建新
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的实践中，我市
坚持继承与创新，紧密结合苏南模式转
型升级示范区创建，形成“政府+企业
家+党建”为引领的新时代两个健康“新
苏南模式”，重点抓好政治领航提引、产
业发展提速等五大工程，较好地解决了
新时期常州经济在高速增长下形成的一
些结构性矛盾，努力将常州民营企业打
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改革开放的
主动力、创新转型的主引擎和增收惠民
的主渠道。

四是试点先行，率先种好“试验
田”。试点是开展创新性工作的重要方
法。2019年以来，作为创建新时代“两
个健康”先行区示范，武进区以打造“两
个模式”和突破“五个方向”为主要工作
内容，以“四大目标”为工作方向，开展多
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先后出台87项创建
制度，实施29项专项行动，开展35项改
革探索。下一步，常州将全力放大武进
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的好做
法好经验，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引领，达
到以点带面、带动全局的效果，推动新时
代“两个健康”创建工作生根开花。

统轩 黄钰

商会建设提升工程

常州供电公司停电预告
（2021年）营字第36-1
09月06日07:00-13:00停

电：10kV刘村线焦溪新沟河2号
环网柜：牛腿山支1130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诚信干燥设备、查家
村民委员会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西
珠线沃伦C1923开关前段（停电
范围：恒晁工具制造、永宝利染
丝、裕洋不锈钢制品等西夏墅等
相关地段）；

07:30- 14:30 停电：10kV
丰北线星耀电机B1866 开关后
段、西姚村变配变（停电范围：星
耀电机、天龙塑料、振兴医疗器材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7:30-17:30停电：10kV同
仁线索具厂522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汤庄桥小学等罗溪等相关
地段）；

10kV石庄线钱家桥A1325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常恒机械配
件厂、亿天机械厂、正朗机械等罗
溪等相关地段）；

09月07日06:30-13:30停
电：10kV东岱线常金路#5环网
柜：邹夫前市支1130开关后段、
邹夫灯总支1140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冠英小学、第五中学、迎桂
餐饮等西林等相关地段）；

07:30- 14:00 停电：10kV
玉兰线玉兰路1号环网柜：玉兰线
1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万帮充
电设备、钟楼经济开发区投资建
设、城市照明管理处等花园、北港
等相关地段）；

10kV机床线新闸道口 479
开关至运河路#1环网柜：机床线
1130开关（停电范围：化肥厂宿舍
部分、华升机电设备等新闸等相
关地段）；

09月09日08:00-15:00停
电：10kV新闸线5号杆前段（停

电范围：通用自来水等龙虎塘等
相关地段）；

09月10日07:00-14:00停
电：10kV刘村线郑陆粮庄B1919
开关后段（停电范围：耐莱斯机械
厂、民发铸造、华发机械等郑陆等
相关地段）；

07:30-13:30停电：10kV雷
诺线润达A1231开关后段（停电
范围：中新塑料厂、南丰彩印包装
等郑陆等相关地段）；

08:00- 14:00 停电：20kV
德宝线东港三路#1环网柜：德宝
线2110开关前段（停电范围：百
尔罗赫塑料添加剂、华科聚合物
股份、博海威医药科技股份等春
江等相关地段）；

09月 12日 05:00-09 月 13
日23:00停电：110kV墅空线；

09月13日06:30-17:00停
电：10kV殷村线黄连树A1044
开关前段（停电范围：曙光村委

会、于家村委会等邹区等相关地
段）；

10kV梅村线卜弋变至泰村
塘西B1223开关至泰村花园#1中
02开关（停电范围：恒创机械、武
进金顺机电等邹区等相关地段）。

配变及部分停电：
09月05日08:00-17:00停

电：10kV景园线孟河西山配变；
09月07日08:00-15:00停

电：10kV悦康线官路变支线11
号杆日成橡胶支线侧（临检）；

10kV通达线67号杆支线侧
（临检）；

09月09日07:30-17:00停
电：10kV青松线郑陆董墅西塘头
配变；

08:00- 14:00 停电：10kV
西源线15#杆迁头变支线后段；

09:00- 14:00 停电：10kV
北港线五星新新菜场配变；

09月10日08:00-15:00停

电：10kV向东线章石五队支线1
号杆后段；

09月13日07:30-17:30停
电：10kV龙庙线邱家配变；

08:00- 15:00 停电：10kV
圩塘线66号杆支线侧、74号杆至
大降村541开关；

09月14日07:30-17:30停
电：10kV魏北线春江安家北村上
配变；

08:00- 13:30 停电：10kV
宋塘线武进不锈支线16号杆加号
侧、B1140开关支线1号杆先锋竹
业支线侧；

08:00- 14:00 停电：10kV
日月线80号杆支线后段；

08:00- 15:00 停电：10kV
梅村线56号杆天任建设支线侧。

尊敬的客户，即日起下载“网
上国网”APP，实名制认证并绑定
户号，即可实现交费、办电、信息
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注：以上线路停电检修，早完
工早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
应自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
闸刀，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
如遇雨雪天气无法工作或其他特
殊原因，计划停电有可能会临时
撤销，请关注报纸和网站信息。

声明作废
86603740

△郑安惠遗失电子工程学院

学历证书，编号：90019120

0705200720；和学位证书，

编号：9001942007000357，

声明作废。

△江苏斯达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320407000201701

130246号营业执照副本，声

明作废。

△常州普勒赛斯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遗失32040700020

1605260118号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陆奕伊遗失P320179065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周亦凡遗失G32026561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钟楼区永红峰达副食品商

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3204040002018050

90032，声明作废。

△马金阳遗失D320205971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邢倩倩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

号 ：322321040283，声明

作废。

△金坛区西城再回楼火锅店

遗失JY23204820077525号

食品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王丽中遗失2006年2月4

日签发的3204221970010

40132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网上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