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餐会后合影，“C”位留给企业家。 杨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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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张申尚

12月 1 日，深圳格兰云天酒店三楼，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餐室内，气氛热烈：芜湖“畅聊早餐会”
首次走出芜湖，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深圳。 说它是会议，从头到尾氛围轻松活泼；说
它是早餐，大家聊的都是关乎发展的大事。

这次早餐会， 邀请了 7 位在深圳发展的芜
湖籍企业家和商协会负责人参加。 这些嘉宾虽
然远在深圳，但对“畅聊早餐会”都非常熟悉。 深
圳芜湖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翔说：“我们
和同行交流时，只要说到自己是安徽芜湖人，对
方就问:‘芜湖的早餐会办得不错， 你们参加了
吗?’没想到，今天自己真的参加了！ ”

芜湖“畅聊早餐会”自今年 3 月举办以来，
以每周 1 场的频次举办了 31 场，总计有 160 位
企业家和各行业代表参加。 从绿树红花的春季，
走到寒气渐深的冬日，早餐会的名声越来越响，
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因细节别具一格

谈及举办早餐会的初衷， 芜湖市委书记单
向前告诉记者， 主要是考虑如何以一个务实而
具有创新性的举措， 有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对企业家诉求顶格倾听、顶格服
务、顶格推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打造
“创新之城”。 他说：“早餐会的关键意义，是搭建
了一个亲清政商关系的平台、为企服务的载体，
同时配合市里出台的其他各类政策措施， 力争
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优化营商环境。 ”

芜湖“畅聊早餐会”，一般在周末早晨 7 点
半或 8 点举行，邀请 3 名至 6 名企业家参与，时
长控制在 1.5 小时左右。

参加过早餐会的企业家都有一种突出感
受，那就是自始至终都能感到自己备受尊重。 这
种尊重不仅是在形式和细节上，更有芜湖市委、
市政府倾听企业家意见建议时的真挚与诚恳。

为了体现对企业家的尊重， 每场早餐会举
办前，都由有关部门和企业家深入沟通，尽量方
便企业家的时间。 确定好可以参会后，会呈送上
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函。 早餐会的现场布置，更
是把企业家视为“座上宾”，每次让企业家坐在
“主座”一侧。 上餐时，也先端给企业家。

有一次，早餐会是在室外举行，突然间下起
了雨，只好搬到屋檐下继续进行。 挪座时，芜湖
市各位负责同志自然而然地坐在靠外一侧，把
能“遮风挡雨”的位置让给企业家。

第二十八场早餐会， 邀请的是 6 位文化文
艺工作者及文化产业负责人， 地点特意选在芜
湖雕塑公园内新近开放、 文化气息浓郁的赤铸
书院， 这一颇具创意的安排让早餐会犹如春风
拂面，意味深长。

每场早餐会后， 都有合影环节。 每次拍照
时，站在“C”位的一定是企业家。 合影照片会在

第一时间制作成精美的相册， 寄送给每位企业
家，作为一种留念。

早餐会的邀请人数和时长， 也很讲究。 1.5
小时可以让三五位企业家都可以作较为深入的
畅聊，既不会冷场也不显得冗长。 邀请的企业家
一般都是来自同一行业， 彼此之间也能擦碰出
创意的火花。 自始至终，不备主持词，不安排讲
话稿，甚至连现场工作人员也极少，确保各位企
业家在轻松的状态下， 敞开心扉讲真话、 提意
见、提建议、提批评。

马瑞利汽车零部件（芜湖）有限公司负责人
迪特尔是位德国企业家， 在参加完第九场早餐
会时， 他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你们的早餐会
太有创意了，这个团队真棒！我更喜欢芜湖了！ ”
来自北京的 IDG 资本合伙人聂玫参加第十六场
早餐会后撰文表示：“真切感受到芜湖优良的政
商环境，芜湖领导班子对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
活品质的热切愿望，以及积极务实的工作作风。
芜湖，值得我们投资人挖掘！ ”

因畅聊广受追捧

早餐会的用意，就是“畅聊”二字，政企双方
在无拘无束中共同探讨产业发展趋势、 企业成
长环境、城市进步空间等，政府倾听企业家对营
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了解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堵点痛点难点。 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等现场为企业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介绍相关政
策情况及下一步打算，树立企业发展信心。

因为畅聊， 早餐会也给企业家们提供了一
个跨领域、跨行业沟通交流的平台，擦出了许多
新的火花， 有些问题诉求在企业家之间就得到
了解决。 在第十八场早餐会上，芜湖蓝天救援队
反映物资储备用房紧缺， 有家企业现场提出免
费提供仓库。 而在每次早餐会后， 大家合影留
念，加入“微信畅聊群”，不同类型、不同领域、不

同行业的人都在里面， 常态化的沟通联系机制
随之建立。

因为畅聊，催生了一批项目落地。 在畅所欲
言的交流中，聊出了企业家的心声，提振了发展
信心，激发了创新创业热情，坚定了他们在芜湖
发展的信心，很多好的项目创意，在政府与企业
家、 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思想碰撞中生发出
来。 科大讯飞正在筹备打造的全省人工智能实
训基地、中联农机启动实施的智能化改造、美的
已开工的厨热智能家电产业园等 21 个产业项
目，都是通过早餐会畅聊谋划产生的。

因为畅聊，解决了很多急难愁盼问题。 对政
府而言，“畅聊早餐会”是为企服务的载体，对企
业而言就是诉求表达的有效渠道。 对于大家提
出的每个问题，芜湖市委、市政府都高度重视，
能够现场解决的马上落实专人专责解决， 需要
一段时间解决的建立问题清单、闭环管理，由芜
湖市经信局等相关部门全程跟踪， 市委督查办
持续督办，不解决绝不放过，真正让企业有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让畅聊发挥应有作用。

在举办之初，芜湖“畅聊早餐会”就拥有了自
己的专属 LOGO，同时还申请了专门的微信公众
号。 微信号上，每期都发布早餐会的详细图文报
道，并开通留言功能，方便企业家和网民发表意
见。 对每条留言都会及时回复，留言中提出的问
题，同样第一时间转交有关部门跟踪反馈处理。

越办越火的“畅聊早餐会”，受到芜湖企业
家、普通市民包括网友的热心关注。 每逢周六，
大家都期待着当天早餐会相关报道的出炉。 哪
些企业家参加了， 早餐会上聊出了哪些投资项
目、发展措施，都能成为线上线下的热议话题。

今年 7 月 12 日，早餐会微信号公开征集参
加“畅聊早餐会”人选。 微信推出 1 个多小时后，
300 多名企业家积极报名。 同时各类促发展、促
投资的“金点子”层出不穷，企业家和网友的热
情参与，坚定了芜湖办好早餐会的信心。

因落实行之有效

落实是抓好工作之根本。 早餐会收获了好
点子、好建议，让政府决策更科学、更精准、更有
效；通过互动交流，也让市场主体更坚定、更满
意、更有获得感。

“畅聊早餐会”也是思想碰撞会，在家常小
吃的烟火味道中碰撞出对芜湖发展的真知灼
见。 针对企业家提及最多的用人方面的问题，包
括招工难、用工贵、人力资源成本高以及高端人
才引进机制不畅等， 芜湖市聚焦企业在人才方
面的诉求，加紧整合现有人才政策，于今年 7 月
创新实施“紫云英人才计划”，成立了全省首家
人才发展集团， 打造全市人才工作的 “总服务
商”和“城市 HR”，以市场的逻辑招才引智，通过
“精准政策供给+市场化引才”相结合的方式，加
快解决企业用人问题，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干得好。 出台《关于打造“创业芜优”之城的
意见》，其中实施引才“三大计划”，以满满的诚
意、极具含金量的优待政策，吸引各类人才来芜
湖创新创业。

根据早餐会上企业家的建议， 芜湖在全省
率先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以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为主要对象， 聚焦工业互联网基础
设施升级、平台体系壮大、创新能力提升、生态
体系构建、标杆示范培育、安全保障强化等发展
任务，加快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 通过汇聚
一批优质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力争通过培育 100
家标杆示范企业，形成 30 个可复制、可推广的
典型案例， 锻造芜湖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
“开路先锋”。

从早餐会上汲取灵感，芜湖市紧紧围绕新
产业 、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加资本市场 “四
新+一资 ”的经济发展新思路 ，举办私募股权
投资大会 ，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政府投资基金
的意见 》《芜湖市促进私募基金业健康发展的
意见 》，以政策含金量高 、支持力度大 ，促成一

批项目签约、落户。
在第十一场早餐会上， 芜湖某开发区一家

企业反映相关部门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厂房工
作中，态度和效率存在问题。 芜湖市委、市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当场向企业家表示歉意， 并很快
率队赴该开发区进行调研督办， 推动问题及时
处理，在全市上下引起强烈震动。

对于抓落实的力度， 参加早餐会的嘉宾深
有感触。 芜湖东方雨虹总经理李佳参加完第三
场早餐会后 ，感受到了 “两个意想不到 ”：一是
“动真格”，会上，对自己提出企业发展加快、市
场需求增大，需尽快解决项目用地、加快扩充产
能的问题，市领导直接批评了相关人员，认为因
为政府 “动作慢了” 制约企业发展就是 “不作
为”；二是“速度快”，会后，相关部门直奔现场办
公，考察情况听取意见，第二天开展全面座谈研
究，拿出了两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企业诉求被重视，发展堵点被打通，让我们
在实现跨越发展的节点上信心倍增。 ”李佳踌躇
满志地说， 东方雨虹在全国布局了 42 个生产研
发物流基地， 其中芜湖生产基地是华东核心工
厂，亦是全国三大核心工厂之一。按照集团规划，
待二期项目全部投产后，芜湖基地的产品种类将
从 100多种增加为 300 多种，全面提高市场占有
率和客户黏性，努力创造 50亿元年营收成绩，助
力集团在 3年至 5年内冲击行业世界第一。

至举办第三十一场早餐会， 芜湖市根据企
业家提出的具体意见建议， 一共汇总建档涉企
事项 144 个。 所有问题都由芜湖市创优“四最”
营商环境办逐一交办、闭环管理。 截至目前已解
决 94 个，26 个问题初见成效， 其余问题诉求正
在一一落实解决措施。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 已连续举办 31 场的
芜湖“畅聊早餐会”已显现“破圈”效应，不仅国
内主流媒体竞相报道，也被抖音、哔哩哔哩等社
交媒体首页推送，受到了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
全网阅读量逾 2000 万次，激起热烈反响，成为
芜湖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

芜湖市牢固树立尊重企业家的鲜明导向，创新思路，积极
探索，用切实有效的举措，搭建为企服务载体———

“ ”，打造亲商“新名片”畅畅畅聊聊聊早早早餐餐餐会会会

采访早餐会，并不枯燥。 因为自始至终，
气氛轻松活跃，聊的都是“干货”。 邀请的企
业家、社会人士能够完全“放开”，把企业发
展的收获、迷茫、困难，以及对政府工作的肯
定、批评和期待一股脑地说出来。 对企业的
诉求、反映的问题，政府部门认真对待，现场
解决、建档跟踪，全程督办。

芜湖“畅聊早餐会”之所以能打造成品
牌，呈现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扎扎实实地
办下来显得尤为重要。 每场早餐会都认真准
备，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每场早餐会后都
严格追踪问效。 早餐会上，市领导和企业家
看似“主角”，背后透出的是芜湖各级各部门

服务企业、服务市场的整体力量、整体意识。
芜湖“畅聊早餐会”已成为听取建议、反

映诉求、了解民意、优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激
发创意合作共赢的平台。 它传递出一个信
号，那就是政府如何更好地转变职能，如何
当好“店小二”、服务“零距离”！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芜湖
以自己的探索、实践作了生动诠释。开局“十四
五”，肩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重任的芜湖，正
创新思路，以一项项硬招实措，努力打造新思
路的试验地、新事物的生发地、新产品的首发
地，全力争当“创业安徽”排头兵，“畅聊早餐
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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