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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小二”怎么当
申 言

优化营商环境，事在人为。

机关公务人员的形象如何，服
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如何， 直接
影响着上海营商环境的好坏。

很多人夸赞上海的公务人
员注重守法、办事规范，这是我
们的优点，要保持。但仅有规范
是不够的，还需要热情、积极、主动，多一
点“店小二”精神。

当好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的 “店小
二”， 如今在上海的公职人员中已有共
识。如何当好这个“店小二”，除了服务企
业、服务群众的一颗真心外，还要有一些
特别的素质，关键就是“眼睛亮、反应快、

手脚勤”，千方百计把“顾客”服务好。

眼睛要亮，就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
需求。企业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急盼，我
们要看得见、看得准、看得到背后的脉络和
根源。各项工作强调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
果导向，首先就靠这双发现问题、发现需求
的“慧眼”。眼睛聚焦了，服务才能聚焦。

反应要快，就是要“有求必应”，在发现
问题、接获需求时，第一时间正面回应、着手
解决，不能拖拖拉拉。政府服务快一拍还是
慢一拍、政策落地早一天还是晚一天，对企
业可能就是生死攸关的差别。再好的决策和
政策，不落实就是零。落实是否果断、坚决，

不仅直接影响服务对象的获得感，更会影响

党政机关的公信力。

手脚要勤， 就是要主动亲近
企业、亲近群众，想企业所想、急
群众所急。我们说“有求必应、无
事不扰”， 不是有事无事都不扰，

党政机关对企业、对群众，既要杜
绝不当干预，也要学会精准对接、

主动服务。“亲”“清” 二字要兼得， 不能
“清”有余、“亲”不足，更不能为了“洁身自
好”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真正一流
的营商环境，是富有温度的。这种温度，就
需要政务服务来得“恰到好处”。在正确的
时机提供精准的服务，这正是“店小二”的
成功之道。

日均开办企业居全市首位的奉贤，活跃着一批为企业营商服务的工作人员

“金牌功夫”是这样练就的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更新迭代，

落实的关键还在于“人”。如今在上海各部门、

各区、园区、街镇，活跃着一大批为企业服务
的工作人员， 他们有的在招商一线 “冲锋陷
阵” 屡建奇功， 有的驻守窗口岗位练就一身
“问不倒”的硬功夫。地处远郊的奉贤，作为全
市日均开办企业数量最多的中小企业集聚
区，“店小二们” 更是时刻经受着营商服务的
“考试”，逐渐练就一身“金牌功夫”。

朋友圈是我的“商业密码本”

人物：方健
岗位：上海金汇新型经济园区主任
服务金句：沪郊的园区能给予企业

客户的“硬服务”（政策、扶持、税收等）

差异不大， 可人家凭什么选我不选你？

就看“软功夫”了。小小的微信朋友圈，

是我的“商业密码本”。

作为上海金汇新型经济园区主任，方健
单凭一人之力，4年为园区完成 3亿元的招
商“小目标”，这让不少同行感到惊讶。

2014年，方健带着一名税务员、一名工
商员，3个人搬进当时新成立的上海金汇新

型经济园区空空如也的办公楼。4年里，园区
税收体量从 0增长至 3.07亿元，园区注册企
业从 0变成 7000余家， 园区综合实力节节
攀升至全区范围内中上水平。不过，园区的
工作人员数量只增加了 8个，招商员始终只
有方健一个。要知道，上海数千家产业园区，

几乎每家都配有一批专业招商员，负责企业
项目的对接洽谈。而方健是孤胆英雄，也是
天降奇兵。

是奇兵，就一定有奇招。方健说，沪郊的
园区能给企业客户的“硬服务”（政策、扶持、

税收等）差异不大，“可人家凭什么选我不选
你？就看‘软功夫’了：能不能急企业所急，解
决那些让企业托付无门的问题。”更难的是，

面对很可能仅有一面之缘的目标客户，怎么
才能洞悉对方的诉求？

小小的微信朋友圈成了这位 “方主任”

的商业密码本。“你看这个企业主，一大早微
信步数就一万多，估计是喜欢运动。想了解
他，可以约一场晨跑试试；再看这个，晚上 12

点还在秀生活、给人点赞，肯定是夜猫子，如
果想打开他的心扉，就约在晚上。”

两年前，方健为园区签下一个税收可观
的企业项目， 就是依靠来自微信里的线索。

方健说，当时一个目标项目企业主破天荒地
发了条朋友圈，图片是一盆多肉植物，配文

“这个小东西竟然大有市场”。方健第一次约
见对方，便捧了一箱从农户大棚里现采的多
肉植物走进对方的办公室，貌似“不经意”地
说，“来我们金汇发展吧。我们这新型农业也
不错，多肉管够。”对方没想到这个看上去粗
枝大叶的招商员竟心细如发， 之后的见面，

双方干脆就约在了多肉采摘园。 一来二去，

企业被这个既有趣又有人情味的地方打动，

不多时便落了户。

又有一次，方健“看上”了一家税收超
2000万的目标企业。朋友圈里得知这个年过
古稀的企业负责人特别喜欢钓鱼，方健便从
“相约钓鱼”开始，和对方做朋友。恰巧方健
是个钓鱼高手，二人的切磋，从诱饵的品种
到鱼竿的选择，再到下竿的时机，不多时便
成了无话不谈的 “忘年交”。 可相识近一年
了，方健却只字未提过引进项目的事，反倒
是帮着老爷子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困难。

最终，企业负责人主动将几个下游企业的项
目推荐给了方健。

“对于一个称职的招商员，想走近一个
企业不难，难在用心服务。”方健说，他最成

功的时候，一年可以引来近一个亿税收的企业
项目，最失败的时候，持续跟进一年半的项目
“最终黄了”。可方健和企业“走心”交朋友的原
则却始终不变，“就好比武功秘籍里的招式，手
段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你拿
企业当朋友， 不求回报地真心为对方着想，你
的努力才不会走空。”

“金姐”通知开会，企业抢着来
人物：金叶花
岗位：奉贤南桥镇西渡经济园区党总

支书记、主任
服务金句：大多数企业家“好面子”，

经常报喜不报忧。可园区必须用自己的办
法打听出一手信息，否则怎么能在企业真
正困难的时候，及时帮一把呢？

周末，奉贤南桥镇西渡经济园区主任金叶
花一如往常，在家陪伴即将高考的儿子。突然
一个电话打来，把金叶花从休假状态拉回到了
工作中。电话来自园区一家企业的副总，企业
遇到难事，他找“金姐”帮忙解决。 下转荩5版

向全球发英雄帖，打造最“大”集聚效应

“演艺大世界”今年目标：1.5万场

以环人民广场为“根据地”的“演艺大
世界”昨天向全球广发英雄帖，邀请全世
界范围内的优秀制作人、导演、演出团体、

演艺经纪等来此进行演艺项目制作、交
易、演出，携手推进“演艺大世界”健康、持
续、快速发展，加快建成上海国际文化大
都市的核心引领区、亚洲演艺中心的核心
示范区。

作为最能体现“上海文化”品牌特色
的项目之一，“演艺大世界”建设得到了上
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宣传部、

黄浦区成立了“演艺大世界”建设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和演艺、品牌、综合协调三
个工作组，大力推进“演艺大世界”建设，

努力建设最“高”剧场密度、最“大”集聚效

应、最“强”协同合作、最“广”市场空间、最
“优”服务环境的演艺活力区。

效应凸显，“演艺大世界”

蓄势待发
环人民广场地区素以剧场云集闻名全

国。 早在上世纪初， 人民广场地区就被誉
为“戏码头”，剧场云集，热闹非凡。如今，

随着黄浦剧场、中国大戏院、长江剧场等
一批沪上老剧场先后完成修缮改造、投入
运营，全市首批地方戏曲展演中心（天蟾
逸夫舞台、大世界）和舞台艺术排练中心
（白玉兰剧场）活力显现，“演艺大世界”正常
运营的剧场及展演空间已达 39 个。初步形
成活力中心，以及外滩、创意码头、世博滨
江、新天地、复兴路集群的“一中心、五集
群”发展格局。 下转荩5版

这是港珠澳大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吴鲁 摄

“南大湾”：改革开放新征程引擎 刊 3版荩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高度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擘画蓝图

李强：积极推动消费升级，培育消费新热点，形成经济新增长点

抓机遇 推动信息消费产业做大做强
专题调研信息消费产业发展情况，强调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不断加强制度供给

本报讯 （记者 谈燕）市委书记李强昨
天下午专题调研信息消费产业发展情况，实
地走访察看网络文学、电子商务、在线旅行
企业。李强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消费
升级，培育消费新热点，形成经济新增长点。

要把信息消费作为重点领域， 抓住发展机
遇，持续推进创新，做大做强品牌，提高服务
质量，为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近年来， 上海信息消费产业发展迅速，

一批企业扎根上海、成长壮大，跻身行业前

列。李强下午先后来到阅文集团、拼多多和
携程集团 3 家企业，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创
新模式以及未来发展战略， 同企业负责人
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大家关于产业发展、营
商环境的意见建议。李强说，当前，信息消
费快速发展，成为创新活跃、增长迅速、辐
射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 上海要打造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不断加强制度供给，支持
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推动上海信息消费产
业做大做强。

总部位于浦东张江的阅文集团经过多
年发展，已经成为在线阅读领域的领先企

业。李强察看了集团相关出版内容及周边
衍生产品。 听到阅文拥有 1000 多万部原
创作品，集聚了一大批网络作家，企业发展
情况良好，市领导十分高兴。李强说，要用
好“富矿”，挖掘潜力，进一步向影视、动漫、

游戏等领域延伸拓展， 形成完整产业集
群，占领价值链更高端。要充分发挥优势，

不断开拓网络文化市场，进一步做强网络
文化品牌。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丰富阅读
形式，提升内容质量，吸引更多人群。要以
创新为动力，主动识变应变，充分运用新
理念新技术， 努力走在产业发展前列。要

积极传播正能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落户长宁区的拼多多公司短短三年时间
已迅速成长为国内三大电商平台之一。李强认
真察看了公司管理、 技术及服务团队建设情
况，了解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加
强商品质量管控的探索实践。李强说，创品牌
不易，守品牌更难。要以对社会、对消费者高
度负责的态度，坚守品质、把好质量、做强品
牌，不断改进完善，持续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
美誉度。市领导十分关心企业推进“新品牌计
划”、电商扶贫等情况。 下转荩5版

■本报记者 吴桐

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在上海大剧院进行带妆彩排。去年，由德国埃尔福特剧院与上海歌
剧院联合演出的这部歌剧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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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谈燕
孟群舒）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现场会昨天在上
海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会见了
出席现场会的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部长王蒙徽等国家
部委有关代表。王蒙徽在现
场会上讲话，应勇致辞。

李强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来沪出席全国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的国
家部委有关领导和各地代
表表示欢迎。他说，上海正
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以《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制定出
台为契机，全面动员、全民
参与，全力以赴打赢打好生
活垃圾分类的攻坚战、持久
战，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新时
尚。上海要认真落实中央部
署要求，全面推行生活垃圾
分类，坚持源头减量、全程
分类、末端无害化处置和资
源化利用，硬件、软件一起
抓，引导、约束相结合，举全
市之力把这件事抓紧抓实
办好， 更好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要在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进
一步深入探索，综合运用法
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
化手段，不断提高城市精细
化管理能力和水平，让城市
更加宜居、更有温度。希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国家
部委给予上海更多指导、更
大支持，帮助我们把各项工
作做得更好。

王蒙徽指出，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是着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增
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的重
要举措。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
断加大推进力度， 由点到
面、逐步推开，成效初显。上
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垃
圾分类工作，加强地方性立
法， 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 坚持全面系统推进，创
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形成了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各地要进一步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决心，以锲而不
舍、持之以恒的毅力，共同
把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推向
深入。 党委政府要高度重
视，主要领导亲自抓，以党
建工作为引领， 系统谋划、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要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养成
良好文明习惯。要以社区为着力点推进，学习借鉴上海、厦
门等城市经验，调动各方力量共建共治共享。要营造良好
氛围，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加大督
促指导力度，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方法，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应勇指出，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着力构建生
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 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收运和再生资
源回收“两网融合”体系建设，狠抓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
施建设。 下转荩5版

我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
电缆示范工程在沪启动
将进一步加强超导产业布局 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 刘锟）昨天，我国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
电缆示范工程启动大会在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举行，标
志着我国超导电缆实用产业化正式起步。上海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出席启动大会并讲话。

新材料是重要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对上海
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荩5版

瞄准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拿“金牌”，企业评价是关键 刊 2版荩

打造“看得见”的
垃圾分类链条

上海力争年内全市居住区、单位、

公共场所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70%以上居住区实现实效达标 刊 2版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