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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信阳市市长陈志伟：

全力塑造“美好生活看信阳”品牌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省信阳市市长陈志伟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 ，未 来 ，信 阳 将 深 入 推 进

“1335”工作布局，全力塑造“美
好生活看信阳”品牌，坚持走生
态优良、生产高端、生活更好的
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把习近平
总书记“两个更好”的殷殷嘱托
变成美好现实。

以集群强产业。关于信阳市
“1335”工作布局，陈志伟解释
道：“1”即塑造“美好生活看信
阳”品牌；明确三大定位，即“鄂

豫皖省际区域中心城市”“大别
山(豫南)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

“长三角产业协同创新区”；实现
三个突破，即在思想观念、营商
环境、基层基础上实现突破；“5”
就是突出“五个着力”，即着力产
业绿色崛起、花园城市建造、乡
村振兴扛旗、推进交旅文创出
彩、推进品质生活引领等。

“抓存量、扩增量，统筹推进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
培 育 壮 大 、未 来 产 业 破 冰 抢
滩。”陈志伟说，为确保重点企业
稳步运行，今年我们建立了“周
一见”机制，每周一晚与企业面
对面交流，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确保 30 家骨干企业能够正常运
行、形成对工业经济的稳定支
撑，20家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能
够彻底脱困解难，50家边缘规上
企业能够稳定在轨运行，稳住工
业基本盘。链主引领、聚链成
群，依托杭萧钢构、万华生态、明
阳智慧能源、信钢、谷麦光电等
行业龙头企业，打造绿色大家
居、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绿色食品、时尚纺织、生物医药
等产业集群，以集群强产业。

“招大引强、扩大增量。”陈
志伟说，招商引资底线目标今年
力争引进超100亿元、50亿元项

目各 1 个，各县区每年力争有 1
个超 10 亿元、确保有 10 个亿元
以上产业项目。全年签约主导
产业项目 320 个以上、开工 290
个以上，总投资超过 1300 亿元。
信阳市已多年持续深化开发区

“三化三制”改革，实施提质升级
行动，每个开发区储备标准地
1000亩以上、标准化厂房10万平
方米以上，充分保障项目落地。
市级层面重点抓好信阳高新区、
经开区发展，助推中心城区起高
峰。突出抓好豫东南高新区建
设，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 100 亿
元、落地产业项目10家以上，交
出豫东南高新区成立首年的优
秀答卷。

打造信阳美好生活。“今年
也是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
成国际花园城市，全力塑造‘美
好生活看信阳’品牌的关键年。”
陈志伟介绍，我们将提速片区开
发，完成浉河景观带一期、三期
工程，推进未来人居科创城中环
路、外环路、市青少年体育训练
基地和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建设
高铁CAZ国际甲级写字楼、华信
商业广场、美好未来社区，推进

“雷山匠谷”信阳技师学院、信阳
航空职业学院、信阳科技学院建
设，让“一带三区”出形象、有亮

点。同时，将持续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实施棚户区改造29个，改
造老旧小区 100 个以上，再打通
10条以上断头路，完成羊山新区
东西绿廊建设，中心城区全部完
成“一户一表”改造，持续对燃气
管网、供排水管网、污水管网进
行更新改造，协同推进智慧城
管、智慧交通、智慧社区建设，提
升城市宜居、韧性、智慧水平。
此外，今年还将重点借力、聚力
办好第31届信阳茶文化节，通过

“一节一会多场景”，充分展现信
阳的美好生活、美好未来，助推
城市发展和品牌塑造。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信阳是
农业大市，2023 年，信阳市将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12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
定在110亿斤以上，落实“四个不
摘”，健全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
机制，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两条底线。陈志伟说，
信阳市持续深化“十百千万”工
程，加快示范区一二三产融合，
加强特色产业培育，扎实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统筹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布局，有序推进一村
一规划，探索“投融建运”一体化
信阳模式。

“以构建全域旅游交通网为

牵引，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
点，促进交旅文旅深度融合、高
质量发展。”陈志伟介绍，近年
来，信阳市持续完善“公铁水空”
立体交通网络，加快沿大别山、
信随等7条高速公路建设进度，
力争沿淮、上蔡至淮滨高速公路
开工，续建 G312 潢川县城至大
广高速连接线改建等9条国省干
线公路，新建 G107 驻信交界至
龙井段一级公路，实现 G107、
G312 一级公路全线通车。推动
全域“四好农村路”建设，建成

“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600公
里；全力推动南信合高铁、京港
台高铁阜阳至黄冈段开工建设；
加快实施淮河淮滨至息县航运
工程息县段、淮滨至三河尖固始
段航道提升工程，启动信阳港·
淮滨中心港集装箱码头建设；推
进明港机场（二期）改扩建，开工
建设潢川机场、商城通用机场，
全年完成交通项目投资140亿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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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莆田市市长林旭阳：

奋力谱写“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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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将高质量发展贯穿
始终。

“福建省莆田市以木兰溪综
合治理为总抓手，全面发力产业
发展、城乡建设、基层治理、民生
保障、港口崛起‘五篇文章’，全
方位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迈出
坚实的步伐。”全国两会期间，围

绕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优势、
营商环境等热点话题，《中国企
业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
表、福建省莆田市市长林旭阳。

向改革要动力、活力。在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严格
规范审批行为，优化审批流程，
提高审批效率，正确高效履行职
责。不断健全监管规则，创新监
管方式，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
条全领域监管，提高监管的精准
性、有效性。在实施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方面，严格执行“全
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清单之
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
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在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巩
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
建设，探索建设“信用莆田一张
图”，重点引导金融、交通运输、
医疗保障、生态环保、文化旅游、
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信用
建设示范，以信用服务社会化应
用倒逼工作创新和工作落实，促
进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协同共
享，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
的社会信用环境。

莆田主动融入福州都市圈，
发挥好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

的综合效应，建设滨海产业新
城，重点推进G228、萩芦溪大桥、
联十一线等跨区域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融入福厦高铁经济圈，
推动江涵大桥尽快动工，不断强
化区域协同发展。同时，不断推
动区域公共资源共享。搭建一
体化的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共
享平台资源、共建统一市场，促
进区域内信息互联、互通、互
享。立足区域内生产力、生产要
素的布局，依托秀屿港、罗屿港
及福厦、向莆高铁带动效应，在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实现优势
互补，提升区域整体合力和竞争
力。此外，还加强产业发展协同
合作。突出产业链条延伸、产业
集群共建，促进产业协同配套和
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跨区转移集
聚和上下游联动。

“便利莆田”激发市场活力。
林旭阳说，围绕打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加快打造能办事、快办
事、办成事的“便利莆田”，进一步
激发市场活力。一是注重顶层设
计。成立了“莆田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推进小组”，出台了《莆田
市营商环境创新改革行动方案》，
提出了 84 项创新改革任务。二

是强化法治保障。全面贯彻实施
《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提
高案件执行效率，加大对中小投
资者保护力度，合力推进企业破
产处置工作，组织开展长期未结
破产案件专项清理行动。三是推
进简政放权。简化企业开办登
记，推出企业开办“1+X”套餐，企
业开办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深
化工程项目建设审批改革，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无纸化
试点，提高获得水电气便利度。
全省首推“刷脸办电”，实现线上
线下全渠道“零证办电”。四是规
范监管执法。完善“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机制，首创“自己管、网上
查”模式，实现“企业照单自己管、
部门照单线上线下查”的智慧监
管。强化信用监管工作，创新知
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五是优化
政务服务。推行“一件事”套餐服
务，聚焦企业、公民全生命周期便
利化改革，完善政务服务“五级十
五同”清单，推进“一业一证”改革
试点。

招商引资抓住三个重点。林
旭阳说，莆田重点围绕三个方向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一是重
点产业。围绕国家政策导向、产

业发展趋势，以12条产业链“建
链、延链、强链、补链”为重点，结
合本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从全
产业链招商及补齐产业短板等方
面，精准策划引进一批产业链配
套项目。二是重点领域。按照

“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的思
路，认真跟踪分析世界500强、国
内 500 强等企业的战略扩张动
向、投资趋向，找到双方共同的战
略点和合作契机，争取引进一个、
带来一批，发展一个、辐射一片。
三是重点区域。充分发挥已设立
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招商分
中心作用，强化与各地商会、行业
协会、科研院所沟通交流，承接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地区的产业
梯度转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地开展“请进来”“走出去”招商推
介活动，发挥妈祖文化优势，积极
开展对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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