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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立春

时节，2 月 4 日下午，产业集团召开
2023 年度工作会议。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局主席姚志勇讲话，要求以 “敢

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担当作

为，锚定建设国内一流的高科技产业

集团的目标任务，保持 “开局就是决

战，起步就要冲刺”的奋斗姿态，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贡献产业作为。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集团全

资、控股及部分参股企业主要负责人，

本部部门负责人和优秀员工代表参加

会议。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 （主

持经理层工作）孙鸿伟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表彰了集团评定的 2022
年度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宣布了年

度经济运行考评、安全生产评优结果；

向集团全资、控股企业发放了 2023年
度目标任务书；先进代表江苏太极、

江苏日托、苏南食材和集团投资发展

部作交流表态发言。

孙鸿伟作集团 2023年度工作报告，
从 “坚持 ‘稳’字当头，经济基本盘求

进向好；坚持 ‘创’字赋能，内生驱动

力积蓄澎湃；坚持 ‘实’字发力，运行

压舱石固基筑牢；坚持 ‘强’字引领，

国企党的建设提质增效”四个方面全面

总结了集团 2022年工作成效，简要概述
集团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从

“突出集群培育和产业强链，发展实业拉

长板；突出效能提升和品牌输出，优化

服务树样板；突出体系健全和作用发挥，

升级管理夯底板；突出同频共振和严管

厚爱，管党治党担使命”等方面对 2023
年集团工作进行部署谋划。

姚志勇代表集团党委，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所有为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的 “产业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

出，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
年，也是产业集团发展史上不寻常、不

平凡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保持闯劲拼劲韧劲，以统筹之策

应对非常之难，经济增长顶压前行、稳

中求进；产业发展夯基垒台、勃发起势；

改革创新蹄疾步稳、活力充沛；防疫民

生动态平衡、协同推进；从严治党强根

铸魂、擎旗奋进，交出了难中求成、殊

为不易的发展答卷。

他深刻剖析了集团当前面临的新形

势、新挑战、新问题，进一步明确集团

发展的方向定位。要求集团上下要更加

自觉把各项工作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全

局，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为无锡争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城市范

例作出更多贡献。

针对下一步工作，他强调，2023
年，产业集团迎来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落实 “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改革发展的任务

十分艰巨。既要拿出义无反顾的担当精

神，又要鼓足克难奋进的必胜信心，还

要做好顶风斗浪的充分准备，坚持敢为

敢闯敢干敢首创，以务实之为力求非常

之效：一是要立足优势基础，增强产业

核心竞争力。深度融入 “465”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深耕集成电路、

物联网、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重点产

业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加快项目实

施、加大产业链布局，深化协同融合，

营造良好产业生态；二是要强化创新驱

动，增强重大科技牵引力。始终把高科

技作为集团价值取向，实施好超算、信

创等彰显无锡特色、对全省乃至全国具

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

目，建强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协力打造

高能级的国家科技平台；三是要突出增

进福祉，增强民生保障支撑力。善谋惠

民之策、多行为民之举，紧扣提升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目标，支持好

预制菜发展、粮食仓储建设、农批市场

整体迁建等工作，务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实现互惠共享；四是要夯实

关键体系，增强高质量发展运筹力。巩

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拓展合

作，加强资本运营管理，打造上市公司

集群，开创产融结合发展新局面；持续

增强风险管控能力、筑牢人才强企根

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努力输出具有

产业特色的管理标准和范式。

渊集团本部 谢子昂冤

2月 7日下午，产业集团党
委召开 2022年度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会议紧扣 “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党员干

部群众以奋发有为的精神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主题，紧密联系班子

和个人实际，深入进行对照检

查，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

施，推动集团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向纵深发展。市纪委监委第

三监督检查室监督检查一处处

长华湉赟参加会议。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局主席姚志勇主持

会议。

集团党委把开好民主生活

会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会

前专门制定方案，认真开展学

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并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撰写班子和个人对

照检查材料。会议通报了本次

民主生活会准备情况及上一年

度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

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姚志勇

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并

带头进行个人对照检查，班子

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严肃

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

家严格对照六个方面重点，认

真查摆存在问题，深刻剖析问

题根源，并提出今后的努力方

向和改进措施。

姚志勇在总结讲话中指

出，集团党委要以召开本次民

主生活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班子 自 身建

设，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

到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

和省市委决策

部署上来，奋

力开创建设国

内一流高科技

产业集团新局

面，为无锡争

当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城市

范例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他强调，

一要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在强化政治

担当上做好表率，围绕集团改革发

展中心任务，昂扬 “四敢”精神、

激发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赋能

建设国内一流高科技产业集团。二

要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发展实践，

在狠抓整改落实上做好表率，抓好

检视问题清单式整改，确保将民主

生活会的成果最大化，进一步提振

实干争先精气神。三要强化使命担

当、忠诚履职尽责，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做好表率，更好服务和融入

构建 “465”现代产业体系，进一
步增强产投能力、扩大科创优势、

打造民生典范，不断提高对全市高

质量发展的贡献度。四要勇于自我

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在永葆政治

本色上做好表率，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体推进 “三不

腐”同向发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渊集团本部 周云华冤

双湾融合促发展 携手向前赢未来

产业集团召开2023年度工作会议

产业集团开展大湾区交流合作活动

作为无锡国企代表受邀交流发言 走访调研大湾区知名企业

2月 20 日至 24 日，产业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姚志勇随无锡代

表团赴香港、澳门开展交流合作活

动，随后又前往珠海、深圳调研当地

知名企业，一路向南、加速融湾。集

团副总裁丁奎作陪同参加、代表集团

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5 天时间，4座城市，2场活动，
5 大签约项目……此次大湾区之行，
产业集团交出了亮眼的 “成绩单”：

集团与 TCL科技、协鑫集团就集成电
路大硅片企业的并购整合开展合作，

加速推动中环领先的规模优势和技术

协同优势；与招商局资本进行整体合

作签约，加快开展美元基金海外投资

并购，携手探索人民币三期基金，共

同培育发展 AI 产业；与交银国际共
同发起设立无锡交能绿色基金，助力

无锡推动制造业绿色节能降碳，构建

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与中华 （澳

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澳门分行签署合作协议，就融

资发展、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深化业

务交流，为集团 “走出去”提供多元

化金融服务。

在 “双湾融合·共创未来”无

锡—澳门合作发展交流会暨无锡金融

雅集第三季 （港澳专场），姚志勇作

为无锡国有企业代表，受邀在活动中

交流发言。他简要介绍产业集团发展

概况特别是强化产融互动重点举措和

取得成效，向来宾发出诚挚邀请并致

以祝愿，表示将更加主动融入无锡与

澳门融合发展大局，与大湾区合作伙

伴携手挖掘 “金宝地”、畅通 “融渠

道”、感受 “雅风尚”、吹响 “集结

号”，共同谱写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合作多赢新篇章。

在港期间，姚志勇还带队分别

拜访了钟山集团、隆源企业、农银

国际、交银国际、光银国际、商汤

科技等多家在港知名企业，各方就

进一步加强资本运作、深化产融互

动、协同拓展国际市场、培育企业

全球经营竞争力等一系列事项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探讨。回到内

地后，姚志勇马不停蹄率队前往珠

海、深圳，相继调研了华发集团、

TCL 集团、信银国际三家业内知名
企业，进一步深化集团与经济特区

战略合作，共同推进 “双湾”产业

金融强强联合、双向赋能。

渊综合来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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