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报讯（王玉 杨炎橙）
11月 19日，高新区举行日企
见面会活动，中国驻日本原
大使程永华与长期在高新区
投资发展的20多家日资企业
负责人代表共话日企发展新
机遇。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区长吴新明出席活动。

吴新明代表高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向程永华一行表
示热烈欢迎。他说，高新区

开发建设以来，始终高度重
视对日开放交流，与日本保
持良好经贸合作关系，以产
业为立区之本，抓牢招商引
资“一号工程”，办好企业服
务“头等大事”，形成对日合
作的特色体系。站在新时代
的起点，高新区已经成为长
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
“日资高地”，也将成为更多
日本企业家朋友青睐的投资

热土、兴业天堂。
程永华驻日工作 25年，

担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达
9年之久，是任期最长的驻
日全权大使，对促进中日邦
交关系改善做出了积极贡
献。见面会上，程永华从亲
身经历出发，从中日关系的
宏观角度入手，从日资企业
在中国的发展、中日企业合
作、中日青年交流、中日文化
交流等角度进行阐述，并与
在座日企代表进行交流。他
建议，高新区日资企业要紧
跟两国合作步伐，开拓发展

新模式。高新区要进一步完
善基础设施功能，提升政府
服务水平，推进产业合作，努
力共建符合新时代的中日关
系。

苏州日商俱乐部会长后
藤浩一、NGK（苏州）环保陶
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长良直、
苏州日本电波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藤原信光等日企代表
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高新
区的发展成就和对日企的优
质服务，并就关心的产业发
展、服务提升、研发扩大、市
场开拓、企业合作等问题与

程永华进行交流。见面会为
日资企业在高新区追加投
资、发展壮大坚定了信心，也
为高新区扩大对日开放增强
了底气。

自1993年高新区第一家
外商独资企业日本电波落户
以来，日资企业快速集聚，引
进了NGK第二工厂、H2O投
资性公司、世联集团中国总
部、日本电产牵引电机研发
总部、日本电波在华综合性
总部、松下电子 5G新材料等
项目，目前，全区拥有日资企
业570余家，占全区外资企业

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近 20家，总投资
额达 200亿美元，在电子通
讯、装备制造、汽车部件等诸
多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
链。高新区将继续营造更加
优质的营商环境，健全常态
长效服务机制，为日资企业
量身制定“一企一策”“一企
一档”专业化方案，提供更为
全面的配套服务，为常驻日
本友人提供最舒适的生产生
活环境，进一步刷新“日资高
地”高度，建设更高质量的
“日资高峰”。

共话日企发展新机遇 打造长三角日资高地
高新区举行中国驻日本原大使程永华与日企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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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张梅）为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11月 20日，省委
宣讲团一行来到高新区枫桥街道枫津
社区走访考察，并在“家风家训”馆内
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宣讲互动。

省委宣讲团一行实地考察了枫津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高新区“家风家训”馆。枫津社区
结合自身特点，依托“四级网格”，把社
区划分为16个二级网格和53个三级网
格，实行网格化管理。建设家风家训教
育馆等场地，创设党建品牌——文明论
坛师团，打造理论宣讲等7个平台，以
“1347”的构架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此外，社区还与辖区单位共建
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

在宣讲互动环节，针对基层干部
提出的开放创新、社会治理等问题，省
委宣讲团成员、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郑
焱表示，在优化开放创新环境方面，苏
州要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紧紧抓住
制度创新，释放制度活力，转变政府管
理方式，优化服务制度的供给结构。
同时，营造开放创新的政策环境，打造
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能
力更强的新格局。在正确处理基层党
组织领导和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方
面，基层党组织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定
位，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
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
等作用。同时，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下，将基层自治与德治、法治相结合，
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

优化开放创新环境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省委宣讲团一行
来高新区开展互动宣讲

苏报讯（樊文）11月20日，江苏省
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小组一行来到高
新区，评估指导高新区省级社区教育
示范区创建工作。评估组认为高新区
的社区教育工作组织结构健全、管理
体制完善、宣传教育到位、教育成效明
显。

汇报会上，评估组一行听取了高
新区在社区教育领导保障、基地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汇报。目前，高新区 7
个镇（街道）实现了苏州市级学习型街
道全覆盖、江苏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
心和苏州市现代化镇（街道）老年大学
全覆盖，89 所村（社区）居民学校
100%达市级建设标准，线上数字化学
习参与人数达到259821人，参与比例
达43.59%。

同时，高新区在人员、资金、载体
上持续投入。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具
备一定规模的优质社区教育基地 74
个,有193个民间社团组织热心参与社
区教育，打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教
育品牌，已形成政府主导、居民自主活
动的社区教育发展格局。

下一步，高新区还将构建体现终
身教育思想与现代化新城功能地位相
适应的现代化大教育体系和惠及全民
的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居民素质的提
高切实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着力打造
社区教育特色品牌

高新区接受省级社区
教育示范区评估

苏报讯（杨炎橙）为进一
步宣传学前教育的基本理
念、基本规律和基本政策，11
月 19日，由中国学前教育研
究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
作编写的《市、县（区）长学前
教育通识读本》在高新区正
式发布，并举行研讨会。

该《读本》从“儿童权利、
学前教育价值、学前教育理
念、学前教育资源、学前教育

政策、幼儿园课程、幼儿教
师、学前教育投入、学前教育
质量”等 9个篇目，精要地介
绍了学前教育领域的基本状
况、基本事实、基本观点、基
本立场、基本规律、基本原理
及基本研究，提升其专业素
养，从而切实推动地区学前
教育的良性发展。

活动中，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驻华办事处教育处处长

潘思纳就国际学前教育形
势，儿童教育工作重要性，及
会同南京师范大学、高新区
的良好合作情况作发言。中
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虞永平介
绍了《读本》及其研制情况。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
仪式，来自全国各市、县、区
的领导作交流研讨，江苏省
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也作了发

言。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前教育至关重要，确保
全体儿童普惠教育，是关系
到家家户户的重要民生工
程。这既需要政府的担当，
也需要专业知识的保障。此
次《读本》的发布，为领导干
部提供了便捷的专业知识学
习渠道，为其依法管理、科学
决策及有效指导提供专业智

慧支持，将进一步推动高新
区乃至全国学前教育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高新区现有 56
所幼儿园，其中公办园和普
惠性民办园 49所，在园幼儿
占 94%，初步呈现出大力发
展公办园、积极扶持民办园，
提供普惠性教育服务的学前
教育新格局。省、市优质幼
儿园占比近 90%，其中省优

质幼儿园42所。
下一步，在优质学前教

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
下，高新区将进一步完善以
公益普惠为发展方向的公共
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不断追
求学前教育的优质均衡发
展。

当天下午，研讨组还对
高新区龙惠幼儿园、星韵幼
儿园进行了实地考察。

苏报讯（轲晓渚）为响应
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攻坚战”
的战略部署，切实服务实体
企业，助力高新技术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解决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11 月 19
日，“苏州高新区‘鑫高企’
金融服务直通车”活动在苏
州金融小镇举办，整个活动
中达成授信合作意向近 1.5
亿元。

“苏州高新区‘鑫高企’

金融服务直通车”活动由江
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苏州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苏州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及南
京银行苏州分行共同承办，
旨在降低银企沟通成本，解
决信息不对称难题，为高新
技术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企业提供“融智提升+融
资定制”的双重服务，打破发
展瓶颈，助力高企提质增效。

苏州科技城是“‘鑫高

企’金融服务直通车”系列活
动在苏州高新区的第一站。
自9月正式启动以来，科技城
相关部门与区内高新技术企
业进行前期对接沟通，目前，
已有近30户企业提出线上申
请；通过南京银行苏州分行
线下走访对接，已有近 20户
企业获得南京银行合作意
向。活动当天，南京银行苏
州分行向苏州日月成科技有
限公司等10户企业现场颁发
了授信支票，并与中生（苏

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签订了意向协议。

“‘鑫高企’项目是在省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指导下，
苏州科技城与南京银行在服
务高企方面的一次创新合
作，这是对区域科技金融生
态的重要补充，有效拓宽了
企业融资渠道，希望借此推
动区内高企做大做强。”苏州
科技城相关负责人表示。活
动上，苏州科技城管理委员
会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签订

了“鑫高企”科技金融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的科技金融业务合
作，携手促进区内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发展。

在活动现场，南京银行
总行小企业金融部负责人作
了题为“金融创新赋能小微
科技企业”的精彩主题演讲，
引起了在场企业家的强烈共
鸣。在银企对接环节中，南
京银行苏州分行的现场服务
团队向专程赶来的数十家高

企和准高企提供“一对一”金
融咨询服务。企业现场了解
南京银行信贷产品政策和业
务办理流程，向南京银行表
述了自身融资需求。经初步
统计，整个活动中达成授信
合作意向近1.5亿元。

接下来，“‘鑫高企’金融
服务直通车”活动将陆续延
伸到高新区其他板块，计划
服务更多的高企和高企培育
入库企业，助力企业发展壮
大。

达成授信合作意向近1.5亿元
高新区“鑫高企”金融服务直通车首场活动圆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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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区）长学前教育通识读本》在高新区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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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加贸阳光加贸，，让阳光照让阳光照
进企业心进企业心坎里坎里
苏州海关驻虎丘办苏州海关驻虎丘办事处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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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终点，冲！ 11月17日，苏高新股份·2019苏州（太湖）马拉松在苏州高新区
开跑，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跑友参赛。 □丁达祥 摄>>B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