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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SHI

进博会与长三角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区
全域则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内。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经过三年时间，展品变商品、
展商变投资商、创意和理念进一步交
流，进博会“溢出效应”在长三角区域进
一步放大，进博会平台与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展品变商品：“进博会上采购设备
建设长三角”

“我们与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签
订了一台直径15.02米的泥水平衡盾构
机采购合同，这台设备将用于南京市建
宁西路过江隧道施工。”7日，正在举行
的第三届进博会上海市交易团国资分
团采购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现场，来自德
国的掘进设备供应商海瑞克公司执行
委员会委员贺尔煦对记者说。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裴
烈烽说，此类合作一方面满足在建工程
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自主装备
制造能力。

进博会上采购的尖端设备，为推动
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贺尔煦说：“我们不仅在上海参与
了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在南京、杭州、温
州、无锡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海瑞克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长三
角地区正成为更多参展企业的“黄金市
场”及“超级采购商”来源地。

在7日的这场签约现场，上海市交
易团国资分团共有16个采购合作项目
集中签约，涉及机械装备、医疗器械
等。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第三届进博
会期间，浙江省28家知名企业与参展商
签约31个项目。

展商变投资商：“不只投资上海，更
加速布局长三角”

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在第三届
进博会上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投资中国
市场，其中长三角是重点区域。

本届进博会上，阿斯利康位于上海
的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正式揭牌。与此
同时，阿斯利康投资建设的无锡国际生
命科学创新园新引进海内外创新力量，
签约海南医理、心韵恒安、零氪科技等
12家创新企业。

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表示：
“中国医疗产业进一步向基层化、数字
化和消费化加速转型，我们很荣幸能再

次借力进博会的平台与更多合作伙伴
携手。”

从第三届进博会来看，更多外资企
业不仅在上海投资，更深化在长三角的
布局。

“中国的开放让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前景非常看好。”以
色列科技企业沃特金中国区首席代表
伊万说，得益于第二届进博会的桥梁作
用，沃特金不仅将中国区总部落户在上
海陆家嘴，还在积极推动建设位于浙江
省湖州市的工厂，加速实现进博同款展
品本地化生产。

长三角地区产业基础雄厚，更有助
于外商投资结出硕果。第三届进博会上，
美国陶氏公司与华人运通联合展示双方
研发的多个创新材料，包括已量产并应用
于汽车制造领域的声学泡沫。华人运通
高合汽车创始人丁磊介绍，前不久，在江
苏盐城的工厂里，双方合作的HiPhi X汽
车试生产下线，预计2021年交付。

聚焦创新与开放：“既提供优质产
品，更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

8日，第三届进博会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促
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政策发布会”上，腾
讯长三角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恒大新能
源汽车等分别与 G60 科创走廊沿线部

分城市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腾讯副总裁道峰说，腾讯长三角人

工智能超算中心未来将成为亚洲单体
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枢纽，形成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超算生态”，为长三角
产业链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科技底座”。
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

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
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
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曾溢滔说：“科学发展
需要协同创新、互相配合，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不可能由一家企业、一个城市独
立完成，长三角区域城市应发挥各地特
色，携起手来共建良好发展态势。”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8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本届展会线上线下共有来自64
个国家的674家展商、1351家采购商参
会，达成合作意向861项。

在进博会的“加持”下，长三角正进
一步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开放新
高地。今年9月，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在合肥揭牌，我国自贸试验区在
长三角地区实现了全覆盖。长三角地
区正努力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
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速成
为联通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
梁。（参与记者：龚雯、周蕊、有之炘）

(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进博会“遇见”长三角 大平台助力大战略

11 月 9 日，观众在技术装备展区

微软展台参观EX 仿生机器人，人手与

机械手隔空相对。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智能机器人各显其能，各类机械臂展示

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让人们畅

想未来智能化社会。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张豪夫

张开“双臂”
拥抱未来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 9 日启动为期两
周的“凝思汇智 共谋新局”——

“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
活动。此举旨在进一步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切实把社会期
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
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的编制中。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
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
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草
案》，把规划《建议》变成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蓝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开设
“十四五”规划《纲要》问计求策
平台，并在中国政府网和主要
新闻媒体门户网站增设专题链
接，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关
注度高的领域，重点征求贯彻
落实规划《建议》精神的具体举
措。有关意见建议汇总整理后
将提供“十四五”规划《纲要草
案》编制工作参考。

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十四五”
规划《纲要》问计求策活动

据新华社深圳 11 月 9 日电

《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
近日获审议通过，明确建立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自此，深圳
市民将拥有除养老、医疗、工
伤、失业、生育之外的“社会第
六险”。

条例拟于明年3月1日起实
施，并规定明年10月1日起征缴
长期护理保险费，为深圳“有备
而老”提供法治保障。据了解，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此次
立法的亮点之一。深圳市将遵
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
续的原则，构建以长期护理保险

为基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
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
次照护保障体系，为失能人员提
供长期照护服务保障。

据统计，深圳市现有户籍老
人 30 多万人，常住老年人口超
过百万。户籍老人中，60 岁至
79岁中度和重度失能居家老人
有 8500 多人，80 周岁以上老年
人近4万人。解决失能、高龄老
人的护理问题成为迫切需要。

条例扩大了长期护理保险
参保人员范围，规定除用人单位
职工外，年满18周岁且未在校就
读的非在职医疗保障参保人员
也将纳入其中，并与深圳市现行
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相衔接。

深圳推出长期护理险

“五险”要升级为“六险”了

据新华社武汉 11 月 9 日电

接运蒙古国捐赠3万只羊的专车
9日从湖北武汉东西湖保税物流
中心发车，预计于11月11日抵
达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

据悉，捐赠羊在二连浩特屠
宰冷冻后，由武汉汉欧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承担二连浩特至武汉
的全程冷链运输。首批接运专

车包括10台集装箱卡车，均搭载
40英尺冷藏集装箱，每台集装箱
能装运1200只经屠宰加工的羊。

根据中蒙双方商定的计划，3
万只羊将分批于11月中旬前运
抵中国境内，在二连浩特加工后
运往湖北省，把蒙古国政府和人
民的心意传递给在抗击疫情中作
出巨大贡献的湖北人民。10月
22日，第一批4000只羊已从二连
浩特口岸进入国内进行屠宰。

湖北专车赴二连浩特
接运蒙古国3万只羊

淮北市智慧城管微信举报平台2020年10月份
运行情况公示

一、问题受理情况
本 月 我 市 微 信

举 报 平 台 共 受 理 市
民 各 类 城 市 管 理 问
题 有 效 投 诉 举 报 531
件 ，截 至 月 底 ，已 办
结 507 件 ，办 结 率
95.48% ，其 余 问 题 正
在办理中。

二、拟奖励情况
本月有效举报用

户66人，拟发放红包奖
励总金额1220元。

（一）月度积分排
名奖

月度积分排名共
奖 励 10 人 ，共 计 800
元。具体情况如下（手
机号码后括号内数字
为有效举报问题数）：

一等奖 1 名（排名
第 1 位），手 机 号 为 ：
180****8301（143）。

二等奖 3 名(排名
第 2—4 位)，手机号分
别为:

181****3125（47），
153****8766（38），
138****8776（30）。
三等奖 6 名(排名

第 5—10 位)，手机号分
别为:

176****5075（24），
158****3717（19），
139****8736（15），
136****2381（9），
183****0925（8），
136****6201（7）。
（二）日 常 举 报

奖励
本月日常举报拟

奖励有效举报用户 58
人。每有效举报问题1

件奖励红包 1 元，共奖
励 420 元。举报用户
（排名第 11—50 位）红
包发放具体情况如下
（其余举报成功用户红
包发放具体情况详见

“淮北市城市管理局”
官 网“ 智 慧 城 管 ”栏
目。手机号码后括号
内数字为有效举报问
题数）：

187****1106（7），
130****3180（5），
187****0296（5）
138****3698（5），
176****0174（3），
150****4500（3）

187****3265（3），
182****4090（3），
151****7797（3）
139****2566（2），
137****6083（2），
173****5553（2）
180****8119（2），
199****9119（1），
139****7115（1）
152****2233（1），
130****2656（1），
136****2288（1）
139****4105（1），
151****8288（1），
152****5986（1）
159****5931（1），
159****0326（1），

186****8226（1）
186****5969（1），
187****3308（1），
136****3692（1）
136****9703（1），
136****9688（1），
138****3372（1）
138****7407（1），
150****5747（1），
151****3396（1）
155****7259（1），
156****0236（1），
157****9809（1）
158****0885（1），
171****3668（1），
158****6641（1）
178****9505（1）。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投诉举报，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微信投诉：可扫描此二维码，予以关注
后选择“投诉举报”模块按提示操作即可。

淮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1月9日

三、问题类型

本月共受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6174件,其中各县区6100件，相关单位74件；应结案6148件,其中各县
区6076件，各相关单位72件；已结案6102件，其中各县区6055件，相关单位47件，结案率99.25%。

淮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1月9日

一、区县政府

二、市相关单位

四、办理情况

注

注

排名

1

2

3

4

5

有效案卷数

272

131

105

21

2

大类种类

街面秩序

宣传广告

市容环境

其他事件

施工管理

比率

51.22%

24.67%

19.77%

3.95%

0.38%

责任单位

立案数

办结数

未办结数

办结率

市住建局

5

5

0

100%

市民政局

1

1

0

100%

濉溪县

1

1

0

100%

烈山区

1

1

0

100%

相山区

487

470

17

96.51%

杜集区

31

28

3

90.32%

市城管局

2

1

1

50%

市公安局

2

0

2

0%

关于2020年10月份智慧城管系统
考评情况的公示

单位名称

濉溪县

杜集区

烈山区

相山区

立案情况／得分

2557／8.91

1740／7.49

717／5.13

1086／6.13

结案处置／得分

2549／69.95

1732／69.95

711／69.41

1063／67.44

专案办理／得分

0／15

0／15

0／15

0／15

综合得分

93.86

92.44

89.54

88.57

含工作量占比得分和反
复立案率得分（扣分制）

含按期结案率得分、结案率
得分、返工率得分（倒扣分
制）和推诿率得分（扣分制）

含立案数得分（每立案 1
条扣 0.1 分）、按期结案数
得分、结案率得分

单位名称

市住建局

移动淮北分公司

市城管局

市民政局

电信淮北分公司

市交通运输局

市建投集团公司

淮北供电公司

联通淮北分公司

市公安局

立案情况／得分

32／14.32

4／10.54

3／10.41

3／10.41

1／10.14

1／10.14

3／10.41

1／10.14

1／10.14

25／13.38

结案处置／得分

31／66.62

4／70

2／70

3／70

1／70

1／70

3／58.33

1／35

1／35

0／0

专案办理／得分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综合得分

90.94

90.54

90.41

90.41

90.14

90.14

78.74

55.14

55.14

23.38
含工作量占比得分和反
复立案率得分（扣分制）

（其他单位本月无案件。）

含按期结案率得分、结案率
得分、返工率得分（扣分制）
和推诿率得分（扣分制）

含立案数得分（每立案1
条扣0.1分）、按期结案数
得分、结案率得分

■ 记者 安蓓

■ 记者 李晓玲

■ 记者 王斯班 王贤

■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杨有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