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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小到中雨，明天雨渐止转
阴，东北风6-7级阵风8级。

苍南气象局提供

春节临近，我县各大超

市启动“年货”模式，里里外

外张灯结彩，糖果、饼干、瓜

子、腊肉、火腿、香肠等各种

年货已悄然上架，虎年吉祥

物、红灯笼、春联等商品琳琅

满目，增添不少年味儿。

（灵发）

商超“上新”
年味渐浓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1月13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

张建明率队来苍开

展“助企开门红“活

动及节前慰问。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代主任

张银樊陪同。

“项目建设过

程是否顺利？企业

当前发展情况如

何？”在县工业园

区，张建明先后实

地查看浙江敦豪斯

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年产 280 万套闭门

器的生产线建设项

目及浙江喜乐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5 万吨 BOPP 薄

膜及年产 4 万吨医

用无纺布建设项

目。每到一处，张

建明都深入了解企

业发展情况及项目

推进情况，详细询

问企业发展及项目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并为

企业发展出谋划

策、加油鼓劲。

走访中，张建明

指出，各企业要进一

步增强发展信心，强

化创新驱动，加大技

改投入，在转型中加

快发展，不断提升企

业竞争力，努力把企

业做大做强。同时，

要全力加快相关项

目建设进度，在建设

过程中也要着力提升现场管理水平，确保项

目推进安全有序。相关部门要与企业开展

深入沟通联系，了解企业所需所盼，主动积极

做好相关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存在的问题，助

力项目快速推进和企业健康发展。

在县人民医院，张建明看望慰问了

省级党内功勋表彰人员庄载受。据了

解，2020 年疫情最严峻期间，庄载受连

续上班40天，参与制定新冠肺炎病人救

治流程，及时处理医院防控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并深入隔离病房和发热门诊会

诊疑似病人20例，主动请战报名参加支

援温州瓯江口医院后备人员。

张建明在了解庄载受事迹后，为其

送上了感谢和祝福，并勉励全县医护人

员以其为榜样，继续发扬奉献精神，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伤病救治等工作，为人民

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随后，张建明还看望慰问了生活困

难党员黄德燎、一级因公残疾军人黄祥

斌及因公去世基层干部吴邦国的家属。

在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现状

后，张建明向他们提前致以节日问候和

新春祝福，并鼓励他们树立生活信心，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同时，张建明特别

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要时刻将生活困难

人员的冷暖挂在心上，帮助他们克服困

难、解决问题，主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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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薇拉

日前，我县高规格召开全

县招大引强工作动员大会，贯

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四次全

会和县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以

满满的仪式感和一系列“动真

格”的硬核举措，彰显苍南集

中精力破解招商选资难题的

决心，加快培育新发展动能。

县委书记张本锋动员全县上

下进一步下定决心，抢抓机

遇，强化措施，攻坚突破，以超

常规力度迅速掀起“大招商、

招大商”的滚滚热潮，为加快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强劲动能。

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曾仁

海主持会议，林森森、叶信迪、

周建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

式开到各乡镇。

这是一次动员大会，也是

一次誓师大会。会议观看了

“招大引强”专题片，宣读了驻

点招商（项目承接专班）人员安

排等文件，为首批招商大使和

产业发展顾问代表颁发聘书，

为苍南招商有限公司授牌，为

驻点招商 7 大分中心和项目承

接专班授旗。乡镇部门、驻点

招商和招商大使代表作表态发

言。各单位、各驻点招商专员

签订了责任书。泽达易盛中医

药全产业链创新合作项目、中

国矿山机械交易中心项目、温

州大学苍南研究院合作项目、

水星家纺（苍南）基地项目、新

型高分子 PC 阻燃膜项目、昌洋

平行进口车总部项目等六个大

好高项目现场签约，打响招大

引强的“第一枪”。

张本锋指出，招大引强是

苍南增强动能的题中之意，是

提升品质的必由之路，是磨砺

能力的实践战场。全县上下要

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不移推进

招大引强“一号工程”，凝心聚

力、对标对表、狠抓攻坚，以此

次会议为新起点，集中全县力

量和智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

施，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实现新

突破。

张本锋强调，要坚持“三条

原则”，即人脉相亲、资源相依、

产业相关。发挥温州人、苍南

人的人脉优势，利用海洋、港

口、农业等资源，围绕主导产

业，精心编制产业链全景图和

产业招商地图，精准招引链主

型企业、关键企业，在建链强链

补链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要

把握“三条标准”，即含金量、含

新量、含绿量。全力招引头部

企业、实力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带动产值和税收，以科技创

新带来新产品、新技术、新材

料、新模式、新渠道，同时实现

绿色、低碳、生态环保；要主攻

“五个重点”，即驻点招商、中介

招商、公司招商、基金招商、以

商招商。打破传统思维，调整

工作思路，创新招商模式，积极

探索、大胆试水、主动出击，提

高招商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

度，并迅速组建一支职业化的

专业招商队伍，力争招商引资

实现大突破。同时，服务好已

落地的在苍企业，助力在苍企

业增资扩产、发展壮大；要强化

“三项工作”，即招商队伍建设、

招商环境打造、招商要素支

撑。加强招商专员的业务培

训、日常管理和关心关爱，打造

一支精干专业的队伍，全心全

意投入招商工作之中。深化机

制、提供保姆式、一站式服务，

打造优良的政策环境、政务环

境、城乡环境，提升苍南城市形

象和县域竞争力，提升对人才

的吸引力。科学规划、合力攻

坚，全力配备土地要素、能耗要

素、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真正

把好项目、好企业引进来落下

来，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张本锋要求，要狠抓领导

带头、机制闭环、责任落实、宣

传发动，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人

人都是投资环境、处处事关招

商形象、个个都有招商责任”的

浓厚氛围，迅速掀起招大引强

的热潮，实现招商引资迅猛突

破，为苍南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曾仁海指出，招大引强的

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县上下要

坚定信心、下定决心、付出真

心、特别用心，进一步增强危机

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解放思

想、转变理念、创新模式、迅速

行动，把人才和项目“请进来”，

把项目、机制、奖惩“落下去”，

确保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苍南

发展实现全面突破。

据了解，为切实让招大引

强“动真格”，我县专门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大招商招大

商”投资促进工作机制的若干

意见》《苍南县驻点招商管理办

法》，遴选了66名优秀年轻干部

担任驻点招商专员，全脱产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并开展“一月

一通报”“双月一评定”“四月一

淘汰”“全年一考核”，确保招商

工作取得实效。我县还特别聘

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志镇等12
位专家学者为苍南县首批产业

发展顾问，助力项目招引和政

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聘

请王青海等11位优秀在外苍商

为首批招商大使，深化以商招

商举措，拓宽招商引资渠道。

今年的具体目标是，签约项目

60 个，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33 个，其中单体制造业项目 23
个、10 亿元以上单体制造业项

目3个。

张本锋发起“招大引强”总动员

以超常规力度迅速掀起
“大招商、招大商”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