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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

南咨中心简报

集团召开《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9—2023）》
专家评审会

最好的时代 最近的未来

2019 年 5 月 11 日下午，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

团在南京组织召开《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2019—2023）》专家评审会。江北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保平及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

扬子集团董事长李振楚、总经理范慧娟和集团各部

门及成员企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还有由

江苏省城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沈和等省市两级专家

组成的规划咨询顾问组，以及南大商学院成志明教

授团队和南咨中心组成的规划编制组。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著名经济

学家陆百甫担纲组长，江苏战略与发展研究院院

长范朝礼、国研智库总裁张诗雨、上海国资研究

院副秘书长田志友、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王浩康，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副总编辑杨良敏等六位知名

专家组成了评审专家组。专家组听取了规划编制

单位的汇报，详细审阅了规划文本。经认真讨论，

提出了专家评审意见，一致同意通过本次评审。

评审意见指出：《规划》阐述了南京扬子集团

未来五年整体战略举措，扬子集团将按“党建引领发

展，创新驱动未来”发展主线，按照服务南京江北新

区开发建设“主平台、主抓手、主阵地”的战略定位，

聚焦“3+1”板块，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十大工程，同

时紧扣新时代宏观环境的新变化和当前国企改革的

新要求，战略谋划具有前瞻性 , 为南京扬子国资投资

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指导意见 。

沈和主任表示，规划通过评审是新的开端，在

规划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咨询专家将为形成最后的

我出生在江北，童年记忆中的江北是一片自

然朴素却又有点闭塞的土地。那时候，我们习惯

把到市区称为“到南京”，一江之隔让江北和江

南远在天涯。

小时候，江南就是我的梦想之地，因为江对

岸有动物园、有科技馆、有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

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如果父母跟我说“我们

明天去南京玩”，我能兴奋地一夜睡不着觉。但是，

去一趟市区的路途却十分遥远而颠簸，人满为患

的“鼓扬”线是我的唯一选择，长江大桥则是必

经之路。那个时候，不知道对这段路线有多么的

熟悉，所有的站名都能倒背如流，每次望见桥头堡，

就觉得目的地离得不远了。

我的成长记忆中不能没有长江大桥，不仅因

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人自建的第一座大型跨

江大桥，凝固着共和国的奋进史，而且它成为连

通大江南北的重要通道，为一个成长的少年搭建

起了好奇求知心与外面精彩世界之间的“通途”。

后来我在市区里上学，每周跨越长江回到江

北的家成了规定动作，而通行选择也不再只有交

通拥堵、重负累累的大桥。有着“中华第一斜拉桥”

的长江二桥跨世纪而来，呼应沿江大开发而建的

长江三桥紧跟而上，缓解了“过江难”的问题。

有天晚上我在学校宿舍里突发高烧，身体虚弱，

于是宿管老师给我爸妈打电话，当时他们都住在

江北，过来不是很方便。没想到半个小时后爸妈

就出现在了我的身边，及时送我去了医院。父亲

当时从二桥开车来的，他说：“一听你生病了，

第一反应就是你肯定想我们了，哪怕要过路过桥

费，也要用最快的时间赶到你面前啊。”2009 年

以后，我去外地上大学，但每个月必定要回一趟

南京，回一趟江北的家。因为父亲的那句话让我

觉得陪伴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感恩，想着当初自己

生病的时候父母半夜赶到我学校，250 公里从苏州

到江北的路途似乎也并不遥远。

每个江北人都有体会过“过江难”的痛，但

是我很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国家富起来的时代，让我感受到了江北的发展和

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交通也越来越便捷，

桥梁、隧道、轨道……让江北与江南的距离逐渐

缩短，也拉近了父母与儿女之间心的距离。

如今，江北的格局和交通版图不断刷新，长

江隧道、扬子江隧道、轨道 3 号线、10 号线……

28 条规划过江通道已有 11 条建成通车。最令人期

待的高铁北站建设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枢纽经

济区即将正式到来。自 2015 年获批成为国家级新

区，江北发展日新月异，《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5》中“新主城”的定位更是江北提升

城市地位和发展能级的重要机遇。去年单位改制

划转，我有幸成为扬子集团的一名成员，而扬子

大家庭正是深植在江北土壤里的“新区建设主投

资者”。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止于至善”的理

想追求、“毅行奋进”的实干精神、“清心末利”

的尚廉文化……我们挥洒汗水、勤勤恳恳，服务

各项投融资与建设开发项目，长江之舟综合体项

目、南京铁路北站棚户区改造项目、江北新区河

道整治工程……我们一起为江北的强势崛起努力，

为“三区一平台”“两城一中心”的美好蓝图而

尽力。由于工作需要，我们时常穿梭于江南与江

北之间，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双主城”的距离，

江北与江南近在咫尺，封路无法过江的故事不会

重演，雨雪风霜再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坐在去往江北的地铁上，我会不由自主地心

潮澎湃，因为我再也想不到，那么机缘巧合，我

和同事们现在努力舔砖加瓦的地方就是生我养我

的那片热土。过江通道的提速升级不仅节约了时

间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更燃起了一个江北人“饮

水思源”，反哺故土的壮志豪情。

一段变迁的“过江”之路陪伴了我的成长，

见证了家乡的富裕，也印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一段变迁的“过江”之路缩短了路途的长度，

凸显了城市发展的速度，更延展了一个人未来的

宽度。

有人说，祖国才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最强大

的背景。70 年沧海桑田，共谱新章，我们在最好

的年华迎接新时代，我们要怎么“追梦”？

回首望见地铁宣传墙上的那句话：“江北新

区——最近的未来。”或许，我的心中已经有了

答案…… 

南咨中心《改革与开放》杂志社  周芸婧

“奏响新时代的乐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征文



主动对接 融入江北

2019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为充分掌握安徽和

县的基本情况，高质量推进《和县融入江北新区协

同发展规划》的编制，南咨中心常务副总何驰带领

中心规划部业务人员赴安徽和县进行为期三天的调

研活动。

在和县发改委的组织下召开了座谈会，与和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信委、交通局等主要部门以及

各园区进行了对接访谈，就推进和县融入南京江北

新区协同发展涉及到的产业、空间、交通等相关问题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还在和县发改委的安排下，

对和县开发区、精细化工基地、台创园、江北乌江

新区、香泉镇等规划涉及到的主要区域进行了实地

调研和考察。

规划编制团队通过本次调研对和县融入江北新区

协同发展的背景与基础有了充分了解，与和县各主要

部门和园区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为下一步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规划编制奠定了扎实基础。

规划发展部  李蓬勃

2019 年 5 月 9 日下午，南京江北新区铁路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铁投”）组织召

开了《南京江北新区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称《战略规划》）专家评审

会。会议邀请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院、南京市发改

委、扬子国投、南京城交院、南京大学、河海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专家对《战略规划》进行评审论

证，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创新业务部人员对《战

略规划》主要内容进行了汇报。

专家们一致认为《战略规划》立足于江北铁投的

职责定位，以南京北站建设为核心，以北站枢纽经济

区产业分析为基础，从内外部环境分析着手，明确企

业的发展愿景、目标和任务，构建具有结构化的业务

体系，指明业务发展方向及协同发展战略，提出投融

资谋划思路和保障措施，并安排了企业的近期行动计

划。《战略规划》资料翔实、思路清晰、结构完整、

目标明确，路径可行，在国企改革新时代下，为更好

地指导江北铁投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指导性、前瞻性和

可操作性的发展意见和建议。

创新业务部  朱霞

重要会议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高质量的文本作积极努力。

范慧娟总经理主持了会议并提出，将认真的吸纳

专家意见和完善规划，根据管委会领导要求进一步抓

好落实，以完善、落实发展规划战略为抓手，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服从服务江北新区的发展大局，进一

步拉高工作标杆、聚焦主业，进一步细化实化措施，

压紧压实责任，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为推进江北新区

创新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李振楚董事长作了会议总结讲话，谈了三点

体会。第一，规划是蓝图，是集团未来发展的美

好愿景。此次评审的集团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第

二，规划是龙头，是集团转型发展的行动总纲；

第三，规划是先导，是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指针。在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扬子

集团成立 5 周年之际，新区面临着拥江发展的“扬

子江时代”的重大机遇，扬子集团也迎来了重大

发展契机。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学习规划内容，

并将其融入日常工作之中，积极推进集团各项项

目落实、战略落地。在南京建设“江北新主城”

的号角指引下，我们一定能谱写出扬子国投发展

新篇章 !

江北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李保平副主任发

表讲话。他要求集团：一是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

进一步完善战略规划。二是集团战略规划的 3+1 板

块，立足产业现状，要体现新区发展的内在需求。

三是要注重核心竞争力打造，进一步提升融资组织

能力。四是要坚持对标找差精细管理，进一步细化

规划实施的改革路径。李主任还要求：新区管工委

和与会各部门将全力以赴支持扬子集团快速健康发

展，把扬子集团打造成新区的金字招牌，同时也希

望扬子集团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为江北新区作出更

大的贡献。

综合部 沈菲 / 规划部 袁艳华 / 杂志社 李研

《南京江北新区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图 1 规划编制团队与和县各主要部门开展座谈 图 2 规划编制团队实地调研园区企业

5 月 29 日下午，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成功举办《政府投资条例》专题学习。会议由公

司总师办筹备，总经理宋晓杰主持，总经济师倪

广顺领学，副总经理陈飞出席，各部门员工和全

体党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今年 4 月 14 日，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政府投资条例》自 7 月 1 日起施行。制定

政府投资条例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讲座通过解析工程咨

询案例，总结了《条例》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关系，内容丰富精彩，取

得了良好效果。此次专题讲座既是南咨中心党支

部的学习活动，也作为企业内部培训计入公司咨

询工程师继续教育学时。

总师办  侯杰

南咨中心举办《政府投资条例》专题学习

工作动态

南咨中心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大楼项目对接会

2019 年 5 月 29 日，南咨中

心派代表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大楼项目对接会。

会上南京中医药大学基建

处领导介绍了项目的情况及项目

的建设进度。中医药大学近年来

科研总量和科研项目不断增长，

实验动物设施不足的矛盾日益突

出，新建试验动物中心大楼已成

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我司参会代

表介绍了我司的情况和提出了对

项目建设的建议及项目建设过程

中我司可以提供的服务，并得到

了会上人员的一致肯定，会议取

得了应有效果。

公共事业部  张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