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
在路上 ，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

今后 ，每周五我们都将安排与企业家
见面 ，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 ” 今年 5 月 6
日 ，蚌埠市围绕省委 “一改两为五做到 ”要求 ，
创新政企沟通模式 ，开展了 “亲清有约周五见 ”
首场活动 。 活动中 ，市委相关领导与企业家达成约
定 ，每周 “亲清 ”相见 。
有诺必行 ，有约必履 。 一个月来 ，蚌埠市连续举办

四场 “亲清有约周五见 ”活动 ，即便是市领导招商在外 ，
仍恪守着与企业家的约定 ，把 “客厅 ”搬到了千里之外的
深圳 ，把亲商爱商的温情送到了企业家的心坎上 。 “企业
在蚌埠投资 ，是十分幸福的 ” “活动的举办 ，让我们看到
了蚌埠市委 、市政府对营商环境的高度重视 ”……企业
家的声声评价 ，反映的是大家对蚌埠营商环境的充分
认可 。

让企业家感到温暖的，除了“亲清有约周五见 ”，
更有蚌埠一系列亲商安商的“组合拳”。 今年以来，
蚌埠市创新方式方法，打造众多平台，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全渠道服务，企业满意
度、获得感持续提升 。 良好的营商环
境 ， 已经成为蚌埠这座幸福

之城的 “金招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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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带着下级干，上级做给下级看，
无论是改进工作作风还是优化营商环
境 ，蚌埠都以这种层层立标杆 、层层作
示范的方法 ，全方位做好为企服务工
作，彰显“扑下身子服务好企业发展”的
坚定决心。

今年年初， 蚌埠召开全市改作风优
环境暨工业经济、“双招双引” 和园区建
设工作大会，对标省委提出的“一改两为
五做到”总体要求，把“改作风、优环境”
作为今年全市工作主线的首要内容，发
起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总动员。

首场 “亲清有约周五见 ”活动结束
的第二天 ， 蚌埠市委相关领导来到了
张传明所在的企业 ， 走进企业厂房亲
自上门服务 ， 实地查看企业反映的问
题 。 “昨天刚刚反映问题 ，今天就上门

帮助解决 ，我真的非常感动 。 ”张传明
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 蚌埠市领导带队调研企
业、接访企业，各级各部门主动上门联系
企业、服务企业，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企
业的长效机制，从各个层级、各个角度、
各个方面全方位服务企业， 让企业切身
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深刻变化。

此外， 蚌埠市还出台了一系列优化
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从政策、资金、人
才及政务服务等多角度全方位支持企业
发展，如积极推广“亩均英雄贷”金融产
品、采取集中打包方式发放中长期贷款、
坚持标准化厂房与基础配套和公共服务
设施同步建设等。今年一季度，在各项政
策支持影响下 ， 蚌埠市实现工业税收
51.2 亿元，同比增长 44.1%。

安徽威迪智能玻璃项目位于龙子湖
区。 在项目引入期间，市招商部门就主动
帮助企业联系厂房和上下游企业等，让该
项目迅速落地。 项目入驻前，发现租赁的
厂房有漏水现象，龙子湖区“工招园”办公
室工作人员马上深入企业现场，核实了解
情况，确定修补厂房方案。 为了不影响企
业入驻生产，龙子湖区“工招园”办公室紧
盯进度， 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施工，切
实满足了企业生产要求。 5月 16日下午，
由该企业研发生产的国内首批 5.5代线大
尺寸无机变色玻璃在蚌埠正式下线，意味
着我国在大尺寸无机变色玻璃领域首次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真没想到我们反映的问题这么快
就解决了， 这为我们产品顺利下线提供
了保障。 ”提到项目从来到蚌埠、入驻园
区到研发生产的一路历程， 安徽威迪智
能玻璃相关负责人周凌不由为 “工招
园”点赞。

工业经济、“双招双引”、 园区建设，
简称“工招园”。 这是蚌埠市针对过去经
济发展各领域沟通衔接不畅等问题，进
一步创新创优手法步法打法， 一体推进

“客商帮招、项目帮办、企业帮扶”的具体
举措。“工招园”机制的建立，把服务覆盖
到了招商洽谈、签约落地、项目建设、竣
工达产、政策兑现等企业发展的各环节，
形成了企业和项目从招到办再到帮扶的
全周期闭环管理，能够有效解决招商、项
目、企业、园区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工招园”作用的发挥，企业已
经把它作为最可靠的问题反馈和解决途
径之一。大到争取政策资金，小到企业用
电用水，只要涉及到发展，企业就主动寻
求“工招园”帮助。 截至 4 月底，市“工招
园” 办公室从企业收集来的意见诉求已
经形成了 1572 份交办件， 对于这些问
题，该市每周通报进度，逐一电话回访，
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在“工招园”机制作用下，企业获得
感不断提升， 一批大企业大项目纷纷落
户蚌埠。 其中，总投资 50 亿元的传感器
器件孵化中试线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的
人民智能电网、 光伏储能项目及人民电
器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的功能性
高分子新材料项目等为全市发展注入了
新的动能。

银泰城是蚌埠的热门商圈。 但在建
设之初，由于周边住户和客流尚少，商场
地下停车场入口仅和辅道相通。然而，随
着住户和客流的不断增多， 车辆进入车
库时得和非机动车“抢道”，不仅出入不
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今年“新春访万企、
助力解难题”活动期间，银泰百货蚌埠店
总经理提出了这一问题。 接到企业反映
后，市“工招园”办公室立即着手研究，并
协调涉及到的多个部门，仅用 10 多天时
间就完成了改道工程， 让市民可以直接
开车从主路进入商城地下车库， 赢得了
企业和市民的交口称赞。

把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 把企
业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 为了更广泛了
解企业的需求、听到企业的呼声，今年年
初，该市即开展“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
题”活动，结合“工招园”“四送一服”“首席
服务官”等，从线下收集和解决企业难题。

同时， 蚌埠市还借助新媒体平台的
影响力，由市委宣传部统筹部署，在市级
新媒体平台开设了“为民服务”“为企服
务”专区，企业或群众通过“蚌埠发布”微
信手机端小程序， 就能快速反映问题并
获得解决， 新媒问政成为企业诉求表达
和解决企业困难的线上桥梁。另外，发挥

市级主流媒体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优
势，开办视频问政“新媒问政·码上办·马
上办”“政风行风热线回访”栏目，组织融
媒体调查跟办。 自栏目开办以来，共制
作推出 20 余期系列问政短视频 ，全网
累计播 放 量 近 100 万 次 ，为 优 化 营
商环境助力。 同时，充分发挥纪委监委
作用 ，开通 “96388”营商环境监督专线
等，从线上收集企业意见 ，全渠道助力
解决企业困难。

“蚌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着我们，
我们也正积极向外地推介蚌埠，希望通过
自身力量引进更多企业和项目来到蚌埠
发展”……通过各类平台，企业提出的问
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并积极把上下游企
业介绍到蚌埠发展， 共同做大做强产业。
今年一季度，蚌埠市新签约亿元以上招商
引资项目 92个，协议投资 334.3亿元。

市“工招园”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 该市将继续发挥各类平台作用，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努
力吸引更多项目集聚， 与企业家们一起
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推动蚌埠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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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上门了解企业经营情况，纾困解难。

蚌埠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服务人员为企业

办事人员答疑解惑。

多部门联合成功解决银泰城地下车库进出车辆

与非机动车、行人混行的情况。

“亲清有约周五见”专题活动。

“蚌埠发布·新媒问政”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