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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创新发展母基金走进苏州

推动科创与资本“双向奔赴”

晚报讯 为深入落实全
市“机关作风建设提升年”动
员大会精神，根据“访民情、
解企忧、聚人心”调研走访活
动安排，昨天，市委书记王晖
赴市信访局、12345政务服
务热线，接待信访群众，回访
服务对象。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
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时刻把群众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畅通群众诉求
表达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
众实际困难，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
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你这个班组多少人？
还有多少工资没有发？”……
在市信访局，王晖和前来反
映欠薪问题的群众面对面交
流，仔细询问信访群众的诉
求，详细了解处理进展和存
在问题。他指出，根治欠薪
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
关社会和谐稳定。时近岁
末，要切实将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
作抓细抓紧、抓实抓好，让每

名农民工都能拿到应得报酬，
欢欢喜喜过个年。在和有关部
门会商解决办法后，王晖强调，
要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全流程
监管，堵塞制度漏洞，从源头上
解决问题；要发挥大数据优势，
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及时梳理、
排查风险隐患，加大对恶意欠
薪行为的依法打击力度，切实
保障好农民工合法权益。

“许先生，您前期反映了青
年东路一处非机动车道塌陷问
题，现在解决了吗？”“您对事情
的处理满意吗？”……在12345
政务服务热线，王晖坐上热线
服务专席，当起了“回访员”。
随后，王晖视频连线正在崇川
区某小区现场核查的网格员，
了解小区外墙脱落问题处理情
况。王晖指出，政务服务热线
在做好具体问题交办的同时，
要更加关注涉及面广、投诉反
映多的共性问题，强化科学细
致研判，畅通快速反应渠道，严
格落实首问负责制，抓好跟踪
督办，确保问题彻底解决、群众
真正满意。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王晖指出，信访工作、12345政
务服务热线是机关作风建设的

晴雨表、社会稳定的风向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市经济社
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要始终聚焦群众
需求，拓展受理渠道，充分发挥
信访、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了
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
凝聚民心的重要作用，走好新
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引导群众
有序表达诉求、提出建议意见；
要依托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平
台，加快形成板块、部门、基层
协同配合、快速响应的联动机
制，第一时间回应群众诉求，将
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
态，化解在基层；要坚持举一反
三，加强民意诉求分析研判，更
加精准了解群众需求，积极主
动做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加
快推动作风转变、效能提升；要
坚持督查问效，强化顶真碰硬
鲜明导向，加强监督、严格考
核，持续提升群众诉求办结率
和满意度，切实做到以好作风
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市领导姜东、王洪涛、王晓
斌、高山参加调研。记者朱文君

晚报讯 12日下午，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吴新明来
到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开展
接访活动，现场会商信访事
项，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
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躬身倾听
群众呼声，用心用情做好信访
工作，全力以赴为民排忧解
难，为南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
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嘉辉路位于崇川区城市
嘉苑西侧、金辉花园东侧，周
边小区部分业主反映该路段
存在乱停车、脏乱差等诸多
问题。吴新明与社区群众代
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嘉
辉路存在的问题，听取小区
群众信访诉求，并与崇川区
政府和市相关部门进行会
商，深入研究该路段整治工
作。他要求属地政府落实主
体责任，尽快拿出具体可行

的整治整改办法，会同相关部
门协同推进，努力为周边居民
营造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吴新明强调，信访工作是
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
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大局意识，不断增强做
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
担当，帮助群众解决各种突出
问题，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切实
践行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认真抓好领导接访包案工
作，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
头接访群众、带头化解积案，坚
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
安”的政治责任；要着力加强对
信访干部的关心关爱和教育培
养，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靠、恪
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
高素质队伍，不断开创信访工
作新局面。

市政府副市长高山、秘书
长凌屹参加活动。 记者李彤

吴新明开展现场接访时强调

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
全力以赴为民排忧解难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由该局牵头
编制的南通市地方标准《食用
农产品快检室建设运行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已于1
月10日起正式实施。这也
是全省首个食用农产品快检
室建设运行的地方标准。

食用农产品是市民每天
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其
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市民的
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通过
规范化建设并高效运行食用

农产品快检室，能提升监管部
门的快检能力，确保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售安全。

新制定实施的《规范》填补
了食用农产品快检室建设运行
规范方面的空白，旨在助推食
用农产品快检室规范化建设及
高效运行，提升全市食用农产
品快检能力水平，建设全市标
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检测体
系，确保百姓的“菜篮子”和“米
袋子”安全。
通讯员张新宇 记者王玮丽

王晖调研信访工作、12345政务服务热线时强调，广开言路听民意、用心用情解难题

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昨天，2022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环境监测
与治理技术赛项在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来自全省13所高校
的13个代表队同台竞技。 记者徐培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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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食用农产品快检室建设运行

我市发布全省首个地方标准

晚报讯 昨天上午，在
风光秀美的苏州东沙湖基金
小镇里，上演了一场科创与
资本“双向奔赴”的开年好
戏。在南通市财政局指导
下，南通科创投资集团联合
全市各板块走进苏州，向国
内30多家投资机构介绍南
通创新发展母基金暨天使引
导基金，为产业创新与资本
搭建“桥梁”。这是南通科创
投资集团成立后首次走出南
通开展推介活动。

作为落实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国
家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举措，
去年11月8日，市委市政府
围绕科技和人才，组建南通
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
时设立50亿元的市级政府
投资基金创新发展母基金，
下设20亿元的天使引导基
金。创新发展母基金将承担
起科技成果孵化、培育壮大
新兴产业、促进重点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任。

此次推介活动旨在向市
场优秀的天使基金管理机构
推介创新发展母基金和天使
引导基金，进一步发挥政府
投资基金的引导和引领作
用，联动相关产业园区，吸引
优质创投机构共设天使子基
金，形成投资合力，支持南通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种
子期、初创期科技创新企业，推
动南通科技创新发展。

市财政局副局长姚静在致
辞中说，此次推介活动为苏通
合作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我市将从更广层面、更深维度着
力构建从企业孵化到创新融资，
再到产业扩张的全生命股权基
金支持体系，为南通产业发展提
供更优质的资本服务，推动更多
资金投在南通、更多项目落户南
通、更多人才扎根南通。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多年来深耕股权投资领
域，是国内一流的股权投资机
构。公司董事长刘澄伟在致
辞中表示，科创投资集团成立
为双方合作带来了新机遇，期
待双方优势互补，共创科创产
业良好生态，努力打造跨江融
合发展样板。

活动中，南通高新区、南通
开发区、南通创新区、市北高新
区、海门临江新区、苏锡通园区
等板块分别作政策推介，向投
资机构抛出“橄榄枝”。

“我们将从产业招商、载体
招商拓展到基金合作、以投促
招，让招引体系和项目培育更
加立体化。”南通创新区投资公
司总经理戴峰介绍，今年，创新
区将积极与市科创投资集团和
头部机构合作，立足主导产业，

成立 5~6 支创业投资基金。
为此，创新区拿出满满诚意：对
在创新区设立且投资于创新区
项目的创业投资基金设立风险
补偿金，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并
按基金返投金额让渡收益；《关
于推动南通创新区创业投资产
业集聚发展的实施细则》也即
将出台。

纳川资本2017年与苏州
市政府、通州区政府等共同出
资设立了苏纳同和纳米技术产
业基金，目前已投资16个“硬
科技”项目，其中2家企业成功
登陆科创板。“我们投资的项目
有不少与南通的企业是上下游
合作关系，我们也非常看好南
通。”纳川资本创始合伙人王金
鑫此次主要为募资而来，他介
绍，公司还将与通州区政府合
作设立半导体光电产业基金，
支持南通产业创新转型。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我们
将努力发挥政府出资基金的引
导作用，以资本为纽带、以园区
为载体、以项目为根本，市区联
动共同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
产业集聚板块，吸引更多的社会
资本，为南通发展助力。”南通科
创投资集团董事长张剑桥诚挚
邀请投资机构来通发展，帮助创
业者们从一粒粒“种子”长成一
棵棵“参天大树”，与创业者一起
奋斗、一起追梦。 记者王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