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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向新兴领域拓展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涤诺印尼有限公司的门前

车来车往。自今年7月以来，每天都有五六百吨的皂粒从
这里运往全球各大日化企业原料仓库。而说起这家公司
的“东家”，正是如皋的江苏涤诺日化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涤诺印尼公司三期工程将在 2016年
底前全部完成，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超3亿美元，年净利
润超5000万美元。

江苏涤诺日化的发展轨迹正是南通众多企业“走出
去”的一个缩影。据南通市商务局副局长金维枢介绍，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劳务输出开始起步，90年代挺进国
际工程承包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通企”以资本输出
为主的境外投资发展不断加快。特别是近年来，南通不
断加大企业国际化推进力度，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快速增
长。

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南通新批境外投资项目
65个，中方协议投资额8.56亿美元，增长37.2%。境外投
资领域也从以往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行业为主，向
新能源、船舶装备等新兴行业领域拓展。

“在国际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两个传统业务上，我们
也有不俗表现。”金维枢说。目前南通拥有对外承包工程
经营权企业36家，业务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优
异的海外经营业绩和良好的品牌声誉，南通建工、南通
六建等四企业多次入选《美国工程新闻纪录》“全球最大
国际承包商250强”行列。

政策扶持助力服务外包
12月9日下午，南通如皋高新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内一片繁忙景象，几十名员工正在有条不紊地接
单、下单、设计。据行政人事主管朱云介绍，公司业务
量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如皋分部今年8月营业至
今，营业额已达200万美元，对日外包业务能力走在全国
前列。

2008年，南通服务外包企业仅77家，截至2014年10

月，全市服务外包企业达 845 家，每年递增 100 多家企
业。2008年服务外包从业人数约有4000人，2014年10月
已超 35000 人，6 年来人数已增至 8 倍多。起步于“十一
五”，发展于“十二五”的南通服务外包产业近年来已进
入快速发展期。

“我市出台了《南通市发展服务外包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从扶持载体建设和企业发展、鼓励人才引进与培
训、鼓励招引项目等方面给予扶持。”南通市商务局服务
贸易 （服务外包） 处处长尹凯告诉记者，2008年至 2014
年，南通市级财政共兑现服务外包扶持资金 3500 万元，
南通现有3家省级、6家市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每
年培养服务外包相关专业人才8000人以上。

数据显示，今年1—11月，南通服务外包执行金额达
51.01亿元，同比增长60.12%。

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12月8日上午，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内，七八位设计师正在热烈地讨论设计稿。副总经理顾
晓炎听着大家的发言难掩骄傲之情：“作为全国家纺面料
行业龙头企业，我们去年获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上
月底，澳大利亚一家销售商一次挑中了我们几十
种花型！”

从小门市发展成为总资产逾 6 亿元的行
业“排头兵”，金太阳的成功折射出南通对
外贸易30年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1988
年，进出口额首超 1 亿美元；1994 年，

进出口额首超 10 亿美元；2006 年，进出口额首超 100 亿
美元；2010年，进出口额首超200亿美元；2014年，南通
进出口额将首超 300亿美元……一串串持续攀升的数字，
彰显了南通对外开放30年以来外贸发展的迅猛态势。

据南通市商务局介绍，目前南通形成了服装、船舶
及海工、家纺、化工、集装箱、光伏太阳能等6大出口主
导产业，贸易国家和地区达206个，除了欧盟、日本、美
国等传统的主体市场外，东盟、大洋洲、非洲等新兴市
场增长迅猛。

今年 1—10 月，南通外贸进出口总值 265.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5%。进出口增幅分别高于全省、全国 6.5、
6.7个百分点，增速继续列江苏外贸总量五强市首位，进
出口总量列第四位。

“沿江沿海港口在能源、化工、纺织原料等领域的进
口集聚优势正在不断增强，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南
通市商务局副局长左晓明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孙 懿懿

30年前的12月19日，对于江苏南通来说
是一个里程碑。国家级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获批建设，使这个原本偏安江北一隅的地方站
在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成为中国首批14个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

从此，“大桥梦”、“港口梦”等一个个变为
现实，使南通不再“难通”；“通企”争相“出
海”，引领着这座“近代第一城”又一次搭上了
发展的高速列车……

站在对外开放30年的节点上，江海儿女丝
毫没有放松前行的脚步。抢抓“一带一路”、上
海自贸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加快陆海统筹
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南通“追江赶海”的风
帆已高高扬起。

金融是国民经济
的 血 脉 。 经 济 新 常 态

下，金融如何更好地发挥作
用将对整个社会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资源配置

战略指引下，实现众多国家层面的
目标，如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新型

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建设资源节约型与
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构建整个社会公众福
利体系，都需要金融资源高效地投向事关国
家整体战略布局和民生大计领域，盘活资金
存量、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创新融资渠道、完
善资本市场体系。因此，新常态下资金分配的
正确性对于国家发展质量可以说有决定性影响。

同时，现代金融已经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农产品的价格与金融产品息息相关，期货市
场使得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存在波动，进而影响实
体经济。此时金融业提供相当深度和广度的金融服
务，和正确的经营价值理念和社会责任担当，对于
引导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保障经济稳健运行，
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就起着重要的杠杆调节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新常态下保障和增强经济、文
化、科技等领域国际影响力需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一
定的金融优势。3D打印、远程医疗、智能机器人、人
工神经网络、绿色能源等以创新驱动的企业发明正呈
现爆发式增长；全世界都处于变革阶段，这些变革都
急需金融业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人性化，能
激励和孕育更多伟大创造的新秩序，辅助企业创造发
明，支持文化产业输出优秀传统文化，有力保障经
济、文化、科技国际影响力。

基于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构建金融新
秩序。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大时代赋予金融的责任与使
命。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根本还是发展思维的转型，转
型的方向取决于我们看待金融的态度，认识金融的角
色，充分把握和有效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整合金融资
源，以一种新思维与新秩序应对我国发展对内对外的
新常态。

其次，应充分发挥金融激励社会与个体发展目
标实现的能力。全面考虑多元化的理想与驱动力，
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创设个性化金融方案，改善
金融结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资金，激发市场
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让自主创新的各种力量蓬勃
迸发，使金融成为各类组织和个人发展的保障和
动力。

另外则是要充分发挥金融管控与分担风险
的能力。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用市场制
度分担政府作用与社会风险，强化互联网金
融监管，进一步做好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
合作和行业标准制定，尽快颁布有关法律
法规，控制好潜在的“塌方式风险”。推
动保险业扩大覆盖范围，将保险渗入到
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金融人本
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要提
供风险管理手段，保障人们自身
的经济安全，督促人们开发自
身的潜能，鼓励人们更有动
力地追逐梦想。

（作者为中国金融政
研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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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电 （ 尚 京
云） 今年以来，云南大
理白族自治州加大反腐
工作力度，对近年来审
批的政府投资和使用国
有资金投资总额 1000
万元以上项目的土地开
发和工程建设招投标情
况进行清理整治，对违
约招商引资项目，积极
研究解决办法。截至目
前，已完成对州级 62
个权力部门资金使用清
理审核，使权力部门资
金使用大幅下降，精简
幅度达74.5%。

村干部的权力透明了，村民就放心了；村级
事务的运行规范了，村级发展就有希望了。“再小
的权力，只要牵涉到集体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
益，都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浙江宁海县县委书
记褚银良对记者说道。

从农村小微权力的规范行使着眼，宁
海县今年针对群众反映村干部存在滥用权
力、腐败多发等现象，梳理并颁布了 《宁
海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将涉及
集体管理事务的19个事项和17项便民服务
举措，通过晒“权力清单”的方式，构建
农村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让老百姓明
白，教干部清白。

“36条”权力清单，基本涵盖村级组织
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如
今，村干部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怎
么做，“36条”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旁人很
难想象，现在这本“迷你”的小册子，在
几个月前还是十足的“大块头”——足足
有248页。

“这哪看得过来？别说村干部和村民们
看不懂，就是乡镇干部也是看了后面忘了前
面，一点也不实用。”一位乡干部感慨地说。

流程太复杂就简化，条目不明晰就明确……
一项项梳理简化，一次次反复沟通，几上几下，
数易其稿，原先厚厚的一沓文件，终于成功“瘦
身”。上百项、248页的文件被浓缩成“36条”简
单明了的权力清单。

条目虽然变少了，但权力更规范透明了，既
便于村干部操作，又方便百姓看清楚。“我看不懂
报表，但‘36 条’清单和流程图看得一清二楚，
照着做，肯定错不了。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清清
楚楚。”桃源街道下桥村村民刘美平对“36 条”

竖起大拇指。
“‘36 条’就是我们的‘老师傅’，村干部

办事有章可循，村民监督也有据可查。样样公开
透明了，我们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村干部葛更槐
的话，道出了宁海县众多村干部的心声。

从暗箱操作到阳光运行，“36 条”有效推进
了村级重大项目建设，也密切了干群关系。今年
以来，宁海的 105 项村级工程项目和集体资产、
资源处置等事项均如期进行，还在预算的基础上
节约了 310 余万元，围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

民饮用水改造、村庄整治、森林村庄创
建等重点项目，规范了 146 个行政村约
4.7亿元项目预算资金的民生工程建设流
程。

县委负责人对记者介绍，宁海相继
出台 《农村干部违反说法履行职责若干
规定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农村集
体三资和财务管理责任追究办法》 等制
度，细化了 56项责任追究的行为，辅以
扣减年度考核分、固定报酬和绩效考核
奖等手段，从严追究村干部违规违纪责
任，从而倒逼村干部谨慎作为。

看着现在村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年过七旬的村老年协会会长岳
三耀高兴地说：“如果村干部以后都这样
的话，我们村里就有希望啦！”

数据也能够给予证明。今年宁海县
涉农信访同比下降 15%，其中反映村干

部廉洁自律问题的初信初访件下降 84%。同时，
全县农村2.8万名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8000余名
低保户对象都按要求申报审核、全程公示，没有
接到一件投拆。“照单”运行的权力被晒在了阳光
下。

2014 年 12 月 18 日，河南省汝南
县宿鸭湖冬捕正在进行。据了解，宿
鸭湖冬捕开始后，单日出鱼量将达到
40万斤，以花白鲢、青鱼为主，主要销
往上海、浙江、江苏以及港澳等地，全
年将有 1000 多万斤无公害生态鱼出
湖。 孙 凯/人民图片

本报记者 石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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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海关建关两年来，工作人员主动
走访，与 1650 家企业面对面，以“一市
一策”形式量身定制专项扶助措施，促进
鲁中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今
年前三季度，山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2094.8亿美元，增长9.1%，增速高于全国
平均增速 5.8个百分点，在各省市中名列
前茅。图为工作人员接听热线电话。

海 宣摄

济南海关以一流服务促外贸济南海关以一流服务促外贸

本报电 （郭艳
梅） 为防止突发极端
冰雪天气影响铁路运
输畅通，大同铁路民
警多措并举，在各派
出所保持 2/3警力 24
小时值班备勤，公安
处成立 10 人应急机
动组，在车站值勤室
储备防滑垫、扫帚、
铁锹等除雪工具。同
时，警方与客运部门
建立客流情况沟通制
度，动态掌握客流变
化，提前设立应急

“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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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避险搬迁户住上四川避险搬迁户住上““生态别墅生态别墅”” 新年即将来临，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33户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户，先后从山上地质灾害隐患区，搬至山下别墅似的古
朴典雅的偏岩子新村。总投资1200万元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安置点，按照环保、宜居、美观、经济等要求和中式明清风
格连体别墅设计兴建，使新村成为乡村旅游载体，又拓宽了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户增收渠道。 邱海鹰/人民图片

追江赶海拓展国际空间追江赶海拓展国际空间 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