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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招商
串“链”发展
一批日本企业家近日来到

“日资高地”无锡，12个高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9月 10日，无锡日本产业链对接合作大会
举行，旨在搭建无锡日本友好交流平台，加强
区域产业链合作。无锡要把“日资高地”的城市
名片叫得更响亮。

无锡与日本的合作及对日招商已经持续
了 20 多年。自 1995 年起，无锡每年都在东京
组织与日本企业的交流会。 今年因疫情影响，

活动会场从东京转移到无锡，一批日本企业家
来无锡参会。截至今年 7 月，日本在无锡投资
项目 1248个、投资总额 174.2亿美元，去年在
无锡纳税前十的外资企业中日企数量最多。

日资为何青睐无锡？

“日资高地”缘起于《无锡旅情》

关于无锡“日资高地”的缘起，一种比较
浪漫的说法是， 这与一曲 20 世纪 80 年代在
日本广为流传的《无锡旅情》有关，1986年《无
锡旅情》单曲在全日本发行了 130 多万张，第
二年还登上了日本红白歌会的舞台。 许多日
本青年， 就是听了这首歌后选择到无锡旅行
的。直到 2017 年，无锡市领导率经贸代表团
赴日本东京，举办的活动还冠以“《无锡旅情》

30 周年”之名，双方共同唱起《无锡旅情》。与
之相随的， 还有坂本敬四郎和长谷川清巳在
无锡发起共建“中日樱花友谊林”，已衍生出
“国际赏樱周”， 使无锡成为国际三大赏樱地
之一。

既有情缘，无锡坚持精准发力，将主攻日
本作为重点招商目标。曾任无锡市外经局局长
的周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无锡当时“全
方位包装”的经验———对外，将“无锡旅情”的
文化品牌贯穿于对日招商活动中，几次富有针
对性、广泛性、连续性的推介，影响了日本政
界、企业界和金融界；对内，以无锡新区为核
心，将优势迅速向无
锡全市扩散，全市 29

个园区瞄准日资产
业转移，接受新区日
资辐射，串起了条条
产业链。

效果很快显现，

2002 年无锡吸引的
日资超过大连，那年
日本企业的对华投
资有 1/6 集中于无
锡。仅 2002 年，世界
500 强前 30 名的 12

家日本公司中，到无
锡的就有 8 家；日本
八大商社中，4家在此扎根。资金和尖端产品的
汇入，改善了无锡当地的产业结构，索尼公司
曾经将无锡视为其“在网络时代的数码梦想的
起航地”。有趣的是，日资的迅速涌入，一度让
无锡有些措手不及。当年大量日资企业落户投
产后，无锡当地的日语人才和技术人才却供应
不足，特别是高级人才常出现紧缺状况。无锡
市重金招聘急需人才，其中“对日招商首席代
表”一职开价年薪 50 万元，而招商业务员，月
薪也在 6000元以上，这在十几年前的无锡，确
实是高薪。

一句深情的“再一次重新开始”

如今，人才早已不是问题。为进一步借助
国际智慧，加快无锡城市、企业、人才和环境国
际化步伐，今年，无锡还新聘及续聘了共 26名
企业高管与行业专家，担任第三届无锡市国际
经济科技顾问，其中有 4位来自日本———三菱
日联金融集团会长平野信行，瑞穗银行行长藤
原弘治，索尼公司执行副总裁、索尼集团中国
总代表御供俊元，喜开理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
社长梶本一典。

“日资高地”带给无锡的不仅是一张特别
的城市名片， 也被视作无锡经济后续发展的
强有力支撑。近年来，由于日本的集成电路、

机械制造、车联网、生命健康、新能源等优质
产业与无锡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无锡也在
努力加深双方在相关产业方面的合作。此外，

本次大会还见证了 12 个高端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项目集中签约， 包括总投资约 1 亿美元
的阿尔卑斯新型电子元器件项目、 总投资约
3500万美元的联合包装三期基地项目、 总投
资 3000 万美元的中达商事株式会社金属制
品加工生产项目等，12 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4

亿美元。

自 1986年由日本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
投资的第一家日资企业———无锡大饭店开业
以来， 目前无锡已有超过 1200家日资企业集
聚。去年，无锡进出口总额 924.3亿美元，累计
实际利用外资 642.8亿美元、 批准外商投资企
业 1.4万家，均居江苏省前列。目前我国正在形
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
需潜力不断释放，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无锡作
为产业门类较全、流通条件较好、消费市场较
大、开放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处长三角地理中
心和沪宁杭连线几何中心， 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无锡旅情》歌词中，有一句深情的“再
一次重新开始”， 无锡也希望从对日产业链合
作中，强链、补链、延链、造链，将整个长三角的
产业链做大做实。

第二代“普陀山”轮到期退役
源自“上海制造”，曾是浙江投资兴建的最大客轮

■本报记者 陈抒怡

9月 9日，经过 40轮竞价，在“上海—普
陀山” 客运航线上已经行驶 15年的 “普陀
山”轮通过“拍船网”竞拍成交，成交价格 299

万元。本次竞拍后，“普陀山”轮也将到期退
役，等待下一位继任者。

在“上海—普陀山”航线上，已有两代
“普陀山”轮先后服役。第一代“普陀山”轮，

俗称老“普陀山”轮，1961年由丹麦哥本哈根
船厂建造，1961年 1月 20日下水，同年 6月
完工。该船原名“BORNHOLM”，1980年卖给
中国，1987年进入舟山海运服务， 改船名为
“普陀山”号。老“普陀山”轮专门跑“上海—

普陀山”的客运航线，单行航程 12 个小时，

在上海港靠泊外滩十六铺码头。2001年 4月
30日，老“普陀山”轮最后一次跑完“上海—

普陀山”航线后开往江苏张家港市常顺船舶
拆除公司报废拆解。

为接替这艘丹麦产的老“普陀山”

轮，1990 年国产“浙江 406”轮改名为“普
陀山”号，成为第二代“普陀山”轮，又被称
作新“普陀山”轮，即本文开头竞拍成交的
“普陀山”轮。资料显示，新“普陀山”轮船
长 78 米，设计满载吃水 3.4 米、荷载 2811

吨， 设计吃水时的载重量 385.7 吨、 航速
13.2 节。

新“普陀山”轮总造价为 1218 万元，有
728个旅客舱位， 是当时浙江投资建造的最
大客轮。 该船由上海船舶设计院设计，于
1988年 7月开始由上海东海造船厂负责建
造，1990年 10月建成，为沿海Ⅲ类航区的第
三类客轮。

根据历史资料，1992年 3月， 浙江省舟
山市轮船公司安排老“普陀山”轮和“梅岑”

轮对驶， 使上海至普陀山每天有客轮。2003

年 9月 25日， 十六铺码头仅存的两条上海
至普陀山、定海的客运航线，全部迁到吴淞
客运中心。21世纪初， 上海到舟山群岛的航
线曾是中国最红火的沿海客运航线。

◆《无锡旅
情》歌词中，有一
句深情的 “再一
次重新开始”，无
锡也希望从对日
产业链合作中，
强链、 补链、延
链、造链，将整个
长三角的产业链
做大做实

■本报记者 任俊锰

今天，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以下简称
“长三角协调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在江苏
连云港举行，长三角 41座城市代表到齐。

1992 年，15 个长三角城市协作部门主
任自发倡议设立联席会议制度。1997 年，长
三角协调会正式成立。 前 4 次会议两年一
开，2004年起一年一开。本是个“联谊会”，悄
然变成了“议事会”，20多年来，长三角区域
合作就此从“务虚”逐步走向“务实”，每年都
要定下一些专题，逐条研究解决。

协调会有着自己的传统。开会时，各城
市排序不按行政级别， 而按首字笔画排序。

2002年以后加入的城市， 则按加入先后排
序，话语权平等。有意思的是，会议举办地的
确定，也是按照加入先后顺序。

此次联席会有创新，更注重市场的力量。

筹备人员透露， 此次采用分论坛形式， 由南
京、合肥和宁波等城市，分别围绕科技、环保
和园区话题，供各城市代表按照兴趣参加，并
发动企业和园区等市场力量参与其中。

长三角一体化正酣，各类平台与合作机
制也愈发多样和成熟。这个“老牌”的协调
会，依旧值得关注。

当年入会有点难

长三角协调会诞生之时，长三角一体化
还有点冷门。

长期关注长三角发展的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南通大学特聘教授徐长乐告诉记者，20

世纪 90年代，几乎没人讲长三角，“江苏就是
江苏，上海就是上海”。不仅政府层面不敢越
雷池，学界也对于跨省协同有异议。虽然，苏
南与浙江的一批乡镇企业、 民营企业已经在
长三角跑起来了，上海等大城市的“星期日工
程师”也跑出去了，徐长乐总结，大家都知道
要“借力”上海，但话不能明说。苏南地区当时
有几句顺口溜：“白天向西看， 晚上向东看”

“听南京的，看上海的，干自己的”。说白了，白
天开会、听报告、贯彻会议精神，朝向南京；而
晚上打开电视就是看上海的电视台……长三
角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最初是企业家和
老百姓用脚跑出来的。1994年， 中国与新加
坡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 选址就在苏州市区
最东端，这里最靠近上海，园区基础建设的第
一件大事就是修一条公路———能够从工业园
直通虹桥机场的快速干道，被称为“机场路”。

园区产品以“小轻贵”为特色，供给全球，因此
需要国际枢纽机场， 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

“虹桥机场也是苏州、无锡的机场”。

徐长乐认为，2003年可以称为 “长三角
年”，沪苏浙高层领导率团互访，方方面面的
合作忽如一夜春风来。“但是热闹了几年之
后，随着一体化进入深水区，骨头就变得难
啃了。”徐长乐说，协调会的联席会议也随之
有些冷淡下来，比如各城市出席代表的“重
量级”变小，一些代表连凳子还没坐热就已
离开……但是总体来说，加入协调会、融入
长三角，还是一件“正经事”。

有一段时间， 想要加入长三角协调会，

并非易事。

浙江台州是幸运的。10多年前， 台州就开
始积极谋求加入协调会，当时台州市政府工作
人员一一敲开专家的房门，只为推介自己的城
市，为此还进行了一场答辩。2003年，台州被正
式接纳为协调会成员， 这是协调会首次扩容，

成员城市由 15个增至 16个。徐长乐对此印象
很深：台州能够加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州
与宁波等协调会成员在产业方面合作很多，最
典型的是台州的吉利汽车， 公司总部位于杭
州，工厂建在宁波。

长三角协调会办公室原总干事程建新告
诉记者，当时，要加入长三角协调会，考虑的指
标有很多。比如在区域范围内的区位、城市推
动一体化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加入协调会的
主动性等。让程建新印象深刻的是，那段时间，

马鞍山等安徽城市，在产业、交通等方面，都积
极参与一体化发展，数次向协调会递交入会申
请，却迟迟未果，直到 2010 年，马鞍山与合肥
一起加入协调会———10多年前，马鞍山就明确
提出，要建成南京的“后花园”，吸引南京企业
来投资。后来，马鞍山还与南京签订了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其中旅游还被纳入“宁镇扬马”旅
游线路整体向外推介。至今，马鞍山依然是南
京都市圈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如今作用更突显

协调会不能光务虚，要做实事。

程建新在协调会办公室工作了近 10 年，

对长三角交通一卡通印象很深。他回忆，当时

上海用的是第一代交通卡，与杭州、宁波都不
同，制式差异巨大，最多单向兼容，还有资金沉
淀等都是难题。 协调会也努力过。 当时恰逢
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长三角多地提出
“紧抓世博机遇”， 推动长三角公交卡一体化。

2006年，协调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实行一卡通
互通、促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课题研讨会。课
题组认为，长三角相关城市要至少进行一次以
上的系统改造，可究竟谁向谁靠拢、谁来取代
谁，依旧是问题。

好在世博会前，另一件事靠着协调会的工
作做成了。上海世博会举办前，协调会推进的
世博旅游标识系统，让成员城市尝到一体化带
来的甜头。由协调会办公室牵头，制定有关标
准、引导示范，吸引了长三角 16个城市开展世
博旅游标识的统一工作。这是国内首个区域标
准，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程建新回忆，世
博旅游标识系统在颜色、图形、中英文以及距
离标注等方面都借鉴了国际标准。

程建新认为，在梳理问题和提供思路等方
面，这些年来，协调会默默做了很多基础性工
作，包括异地养老、医保结算、金融合作等，只
是进一步突破往往受阻。

协调会未来应当如何定位？连云港市发改
委区域经济处处长陈振华告诉记者，现在成员
城市之间需要多地协调的专题合作事项，由协
调会牵头推动，比如徐宿连运河项目就纳入协
调会年度重点工作。不少专家表示，以前协调
会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现在从国家战略层面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这个“老牌”协调会有望释放
新动力。

新“普陀山”轮。

采访对象提供

在首席质量官制度的发源地，质量合作
社规范小微企业运作，实现订单共享

南通力推“首席质量官”
■本报记者 任俊锰

近日，南通办了一场以“质
量” 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

2020 年全国首席质量官大会
暨江苏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
式。啥叫首席质量官？和南通有什么关系？

不同于原本企业的质检员、 品质部等设
置，首席质量官被视为企业的第一质量人和质
量发展人才中的关键少数，他们熟悉并组织执
行质量相关政策，负责制定、实施企业质量品
牌战略，以及行使质量安全一票否决权等。

南通是首席质量官制度的发源地。2009

年，南通在全国率先设立企业首席质量官制
度；2012年， 江苏将这一制度在全省范围全
面推行；同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在全国
试点。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处
长周鸣镝告诉记者，南通企业中天科技可能
是最早设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的企业之一。走
进中天科技如东县的总部， 能看到一块石
碑，上面写着“痛定思痛”，下面还刻有“1998

年 3月 3日行业抽检，通报中天层绞式光缆
渗水试验不合格”等小字。从那一年起，企业
将 3 月 3 日定为“质耻日”，每年这天，公司
组织全员观看产品质量警醒专题片。该企业
设置的首席质量官，进厂发动员工针对企业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多提意见、建议。

大企业有能力设置企业质量官，小微企
业也有办法。南通家纺占据全国约一半市场
份额，其中不乏罗莱家纺等龙头企业，主要
是 3万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为了带
动他们重视质量问题，2017年， 南通在家纺
行业成立全国首个质量合作社，目前已吸纳
企业、个体工商户 1000多家。小微企业在原
材料把关和产品检验等方面， 条件相对薄

弱，要稳定产品品质，确实有
些困难。为此，质量合作社的
发起单位中，有南通市纤维检
验所， 能给予企业检测优惠
价，政府部门也为小微企业检
测提供部分资金。

小投入带来大效应。南通家纺行业的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规范运作后， 订单更多
了———有些品牌企业来不及生产的订单，会
分给质量合作社内的小企业来做， 质量可
靠———如此，让一批小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南通的质量合作社越来越多。启东在今
年 7月成立了电动工具的质量合作社，海安
则围绕化纤产业成立质量合作社。

如今， 南通首席质量官已增至 5000多
人，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全覆盖。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合格率比 2009年整体提高 3.61个百
分点，江苏省质量奖获奖数全省第一，主导
起草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1180 多个，承担
20多个国家、省标准化试点项目，数量位居
全省第一。

以“质量官”“质量社”为抓手，南通提出
全力打造质量强市“升级版”。南通已考虑在
市长质量奖中， 单列一个首席质量官奖，让
这批“官员”更有获得感。首席质量官也将入
选南通的质量管理专家库，作为市长质量奖
的评奖专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南通还
将聚焦高端纺织、船舶海工、电子信息等本
地主导产业和企业主打产品，加快建成国家
家用纺织品、电动机产品质检中心和省船舶
智能制造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今年 4 月，江苏出台相关文件，要求每
年江苏省规模以上企业新增首席质量官
5000名左右，并明确到 2025年，力争实现江
苏规模以上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中
小微企业覆盖率不低于 80%。

◆?首席质量官
制度的发源地， 质量
合作社规范小微企业
运作，实现订单共享

长三角协调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今在连云港举行

20多年来，“联谊会”渐成“议事会”

江苏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区位优势独特，这里成功探索?“保税+?口”混拼、“车船直取”零等待、多式联运“一站式”监管等新模式。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