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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0日，第16届江苏
名特优农产品（上海）交易会上，筹备了
将近一年的“水韵苏米”第一次揭开面
纱，走进人们视野，其团体标准和首批
20家核心成员也同时公布。宣传片上

“水韵苏米，味稻天成”的诗意背后，既
凝聚着江苏粮食人的辛苦付出，也描绘
出苏米飘香全国的发展蓝图。

时光匆匆，转瞬而逝。今年的江苏
名特优农产品（上海）交易会本周将开
幕，“水韵苏米”三年品牌建设成效将接
受检阅。从一个概念，到如今端上了寻
常百姓的餐桌，“水韵苏米”以柔、香、糯
的特质，“放心、好吃、有营养”的内涵，
带给消费者味蕾享受和心灵满足。三年
来，“水韵苏米”这张名片已经越擦越
亮，走出了一条赋能稻米产业提质增效
的“新粮道”

2019年，江苏粮食总产量741.2亿
斤，粳稻产量全国第二，“水韵苏米”先
后获得首届中国（三亚）国际稻米博览
会、中国（合肥）国际粮油展区域品牌
金奖，第九届中国粮油榜“中国粮油影
响力品牌”及第17届江苏名特优农产
品（上海）交易会“畅销产品奖”等四项
大奖。

2019年，江苏销往省外稻谷117
亿斤。江苏大米在上海市、浙江省有较
高的声誉，市场占有份额较高，在福建、
广东、重庆、云南等省市也声名鹊起。

“水韵苏米”实施三年来，核心企业
已达50家，“中国好粮油”产品4个，

“江苏好粮油”产品70个，“好吃苏米”
金奖、优秀奖产品20个，已有多个产品
获得“江苏精品”产品认证。

国家“优质粮食工程”在我省实施
初见成效，2017—2019年，共投资22.7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拨补30%，有力促
进了我省粮食优质品率的提升。在“水
韵苏米”集体商标大旗下，区域品牌、企
业名牌发挥区域优势，打造区域特色大
米产品，开展优质优价收购，促进农业
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12亿元以上。

2019 年，江苏粮油加工销售达
2894亿元，列全国第二位。全省入统大
米加工企业 708 家，实现销售收入
479.02亿元、利润9.64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4.19%及15.45%。

省委省政府对“水韵苏米”品牌建
设工作十分重视，从2018年起，连续
将其列入江苏省十大任务、百项重点
工作。

“水韵江苏，鱼米之乡”，一直是
江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但是，
虽有好水好土好品种，因为品牌弱，
江苏产的好米却卖不出好价格，资源
优势没有转化为市场优势、产业优
势，江苏是大米种植、加工的大省，不
是品牌强省。

当其时，江苏的粮食行业和全国的
形势一样，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但老
百姓要买到价格适中而又放心好吃的
大米却不容易，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
出，优质粮食供应不足。江苏粮食行业

认真学习贯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粮
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
好”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省委省政
府打造品牌的部署，借国家“优质粮
食工程”东风，积极谋划“苏米”省域
公用品牌，既增加优质粮油产品供
给，高质量发展稻米产业，又带动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2017年，我省通过
竞争性申报，成功入围国家“优质粮
食工程”首批支持省份。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夏春胜
说，“水韵苏米”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江苏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品牌 600 多
个，但没有形成拳头，要建设粮食产
业强省，带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离
不开一个响亮的品牌。这项工作不可
能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坚持标准，
不懈努力，久久为功，“水韵苏米”就
一定能不负众望，讲好新时代鱼米之
乡的故事。

“水韵苏米”制定了全国第一个综
合的全产业链的团体标准，涵盖稻谷生
产技术规程、大米加工技术规程、稻谷、
大米、质量追溯基础信息规范五个方
面。她以独特的禀赋亮相——柔软、温
润、香甜，将北方的嚼劲和南方的甘柔
相兼容，口感更适合南方消费者。从南
京、上海，到杭州、福州、合肥、郑州等
地，三年来“水韵苏米”先后十多次展
呈，依靠江苏这方好水土，以及先进的
培育加工工艺，辅以8000年稻作文化
的深厚底蕴，已经收获了充足的“粉丝”

和“流量”，与北方大米的刚猛劲道相
比，可谓各有特色，各擅胜场。

去年11月举办的首届“好吃苏米”
品鉴大赛，在全省近百个稻米区域品
牌、苏米核心企业和稻米龙头企业中，
通过仪器检测、品鉴专家和消费者代表
盲评优选等方式，评选出“好吃苏米”十
大金奖和十大优秀奖产品，获奖产品多
为“南粳46”、“南粳9108”等优质品种，
平均食味值在85分以上。

用农耕文明只能讲述传统的故事，
新时代的苏米华章，要靠现代科技来写
就。针对江苏大米品种腹白多等关键领
域技术需求，我省整合南京财经大学、
江南大学、江苏省农科院、江苏省粮食
集团、江苏省农垦米业等科研机构和龙
头企业，发挥国家粮食质量安全生物快
速检测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粮食产业
（功能稻米）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粮食产
后服务技术创新中心、国家粮食大数据
采集与应用技术创新中心这四个在江
苏的国家级平台作用，成立了“苏粮硅
谷”创新研发中心、品牌稻米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并着手筹建苏米产业研
究院有限公司，开展苏米专用系列优良
品种研发、栽培指导、优价收购、绿色仓
储、适度加工等技术研究，让“水韵苏
米”更适口、更营养、更健康。

水韵苏米，正蓄势聚力，向品牌粮
食、品质生活迈进。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金雨希
宗玉枢 通讯员 潘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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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科研机构龙头企业 成立“苏粮硅谷”研发中心

水韵苏米，走上提质增效“新粮道”

扬子晚报讯（记者 刘浏）11月
18日上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出台的《关于服
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切实践
行检察新理念，依法平等审慎办理
民营企业涉罪涉诉案件，助力优化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
提出25条具体举措。

《意见》特别提出了“轻轻重重”
和“权益双向保护”的检察新理念。
轻轻重重理念旨在强调，检察机关
不是不区分情况对民营企业及其从
业者实施的各类犯罪都一概从轻处
理，而是当轻则轻、该重则重，不偏
不倚、不枉不纵。一方面要以更大
的力度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
权益，切实做到“少捕少押慎诉”，持
续释放司法的温度和善意。另一方
面，对于民营企业及其从业者实施
的涉黑涉恶、妨害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严重影
响“六稳”“六保”、严重损害民生的
犯罪，应当依法从严追诉、从严惩
处。权益双向保护理念主要是针对
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检
察机关要审慎平衡处理企业及劳动
者之间的涉罪涉诉案件，坚决监督
纠正司法过度介入等突出问题，坚
持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与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重，积极构建
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11月
18日，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联
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市场
监管局和省税务局等部门在宁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全省12345“一企来”
企业服务热线正式开通运行。即日
起，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如有生产
经营方面的诉求，可直接拨打12345

“一企来”服务热线，省市两级政府的
1378名“政策专员”，将通过热线予以
权威精准解答，帮助企业解决“急难
愁盼”。这标志着江苏建立起集成式
企业诉求“一号响应”机制，在全国属
首创。

目前，12345热线遇企业诉求，一
般对现场解答不了的，以服务工单形式
派发至相关部门，在规定天数内答复。
记者了解到，这次开通“一企来”服务热
线，从省市两级24个涉企部门的政策

法规、审批服务及有关业务处室中，遴
选出1378名熟悉法律法规和办事流
程、知晓优惠扶持政策的骨干为“政策
专员”，“向前一步”直接答复企业的诉
求。当企业有政策疑问或办事需求时，
可拨打12345热线，服务专席将通过

“三方通话”方式，连线相关领域“政策
专员”，权威解答企业诉求。

开设“一企来”企业服务热线，为广
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方便
快捷的热线“总入口”。企业拨打
12345一个号码，就可以找到政府“一
号响应”，实现从找多个部门到找一个
政府的跨越。不仅如此，企业拨打一次

“一企来”综合服务热线，还可以通过现
场语音互动交流，打一通电话，反映多
个诉求。“一企来”服务热线将发挥与各
级政策专员联通的优势，“分类诊断”、
定向连接，推进企业诉求“一次性答复”

“一揽子解决”。
对简单诉求，由“一企来”服务专席

引用政策知识库直接解答。对专业性
强的涉企诉求，由政策专员负责回答和
解读。这些政策专员来自政府不同部
门，是市场监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税务、住建、工信等不同领域的政策制
定者、实施者。

“一企来”收到的是企业真实鲜活
的诉求，反映出生产经营发展中真正
痛点，是极其宝贵的数据资源。全省
12345将定期对企业诉求进行梳理分
析，发掘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行
业的企业关注重点，围绕企业关心的
热点、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生成部
门画像和企业画像，形成研判分析报
告，供相关政府部门使用，助力党委
政府精准研策、分类施策，推动企业更
好发展。

1378名专员解答企业“急难愁盼”
江苏12345“一企来”热线开通，企业诉求“一次性答复”“一揽子解决”

服务保障民企发展
检察机关新举措来了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18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获悉，今年1月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外交、
海关等部门紧密合作，在我驻英国使馆大力
支持下，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近期成功将流
失英国25年的68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

图为当天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现场
展示追索回的流失文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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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归来！
我国成功追索68件流失英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