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了。”
宏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建华
在采访中说道，去年上半年整体宏观经
济形势较差，下半年经营状况才趋于平
稳，“今年上半年开票销售 11.5 亿元，增
长14.6%。”

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的大背景下，
我市上半年工业经济也迎来了春暖花
开，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运行基
本面保持良好，各项主要指标基本实现

“双过半”。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

我市规上工业开票销售累计完成 237.8
亿元，同比增长9.4%。规上企业增长面
63.2%，比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百分点，
比去年底提升 13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
入库税金预计完成6.5亿元，增长60%。

一个个喜人的上扬指标为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见微知
著，每一份数据增长的背后都凝聚着我
市多层面的智慧和努力。高瞻远瞩的
视野，科学准确的部署，牢牢抓住工业
发展这条主线不放松，我市切实按照五
大发展理念要求推动工业转方式、调结
构，突出智慧引领，打造产业高地，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智慧和绿色’是努
力打造的两大特色”，该负责人介绍，当
前由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

源、海洋生物和智慧产业构成的“3+2+
1”产业格局特色鲜明，一大批新兴产业
聚集的“磁场效应”在日益严峻的市场
竞争中正逐步显露锋芒。

上半年，我市电子信息产业成长尤
为快速，增幅达 47%。领胜、科森订单
充足，销售大幅提升，新上项目即将竣
工投产，东之达、立讯逐步做大，全市
CNC 数量到年底有望突破 10000 台。
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产
业保持稳定，同比增长 10.2%，其中装
备 制 造 业 、海 洋 生 物 产 业 分 别 增 长
3.7%、1.2%。值得一提的是，一改往日
下行态势，传统产业中建材行业也在继
续好转，开票销售增长 25.2%。“磊达水
泥量价齐升，拉动明显。每吨的涨幅应
该是在50元以上。”该负责人说。

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是
影响经济形势走向的重要力量，在一大
批龙头企业的快速崛起和带动下，一批
产业链补链、强链项目纷纷落户，迅速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为我市上半年工
业经济运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粮、上海电器等央企、国企在我
市投资布局，领胜、科森、纳盛特等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均为行业龙头企业，拥有
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及产品。“重点企
业领先发展”，该负责人说，上半年开展

的企业“争星创优”活动成效显著，也为
工业经济“成绩单”作了不小的贡献。
全市 51 家星级培育企业预计完成开票
销售 120 亿元，占规上工业的 51%，增
长 11.6%。磊达、中粮 2 家销售超 10 亿
元，苏美达、上海电气、领胜、安和焦化
4 家超 5 亿元，1-5 亿元企业有 20 家。
30 家企业销售增长，其中苏美达、领
胜、吉中等6家企业增长80%以上。

“预计完成入库税金 4.5 亿元，增长
75%”，该负责人介绍，领胜税收已经超
过6000万元，磊达、上海电气、中玻等5
家超 2000万元，科森、东强、茉织华等7
家超 1000 万元，威尔五金、上海泰胜、
源耀生物等 10 家超 500 万元，38 家企
业 税 收 增 长 ，占 74.5% ，其 中 增 幅 超
50%的企业 23 家，增幅在 20-50%的企
业 8 家，“与年初培育目标比，有 26 家
达序时，同样‘双过半’，而且增幅都比
较大”。

重点企业运行平稳，规上工业快速
增长，工业总量持续提高，工业运行质
量不断向好……在这个火热的夏天，一
个个不断被刷新和超越的数值亮点纷
呈，释放出无限活力，仿佛催人奋进的
号角，彰显出我市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
昂扬斗志。

春暖花开 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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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多云局部有雨，偏北风4级，20℃/30℃ 大丰：20℃/29℃ 兴化：22℃/30℃ 海安：22℃/30℃

尽管宏观形势仍在不断变动，但
一些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已逐步显
露。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工业的竞
争终究要体现在质量、创新和科学技
术上。无论是新特产业还是传统行
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规划
出更加可期的未来。

在东台中玻特种玻璃有限公司二
楼会议室内，一群十多人的研发团队
正在各抒己见，对在线镀膜技术的进
一步升级正激烈探讨。“技术升级虽然
不那么容易，可一旦成功，特色产品产
量的比例就会大大提高。”公司负责人
介绍，技术攻坚，中玻始终在路上。

位于经济开发区的东台中玻公
司，由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组
建，现有两条 600 吨/天在线 Low-E
浮法玻璃生产线，员工500多人，主要
产品有4-15mm厚在线Low-E镀膜
玻璃、在线 Sun-E节能镀膜玻璃、离
线低辐射镀膜玻璃基片以及本体着色
玻璃等。

“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其
实就需要我们主动求新求变，这是任
何一家企业都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公司负责人介绍，大力发展高科技节
能新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已经成为
公司当前的主旋律。不得不说，发展
特色产品为公司上半年的运营带来
了显著成效。“今年1—5月份公司开
票销售额2.29亿元，同比增长四分之
一。”公司负责人说，去年 12 月在中
国硅酸盐学会、中国建材联合会等联
合主办的“首届全国建筑玻璃艺术大
赛”上，东台中玻在线 Sun-E节能镀
膜玻璃新产品荣获材料创新奖，东台
中玻更是被中国建材联合会认定为

“ 中 国 建 材 行 业 新 兴 产 业 示 范 企
业”。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制订两条生
产线的冷修方案，预计 2019 年完成
冷修工作。届时，公司的产品结构将
会更加丰富、质量更加上乘、能耗越
来越低、污染物排放量也将大大下
降。

针对自身行业前景，吉中公司总

经理鲍华芬预测，“就像电瓶车的发展
一样，”未来汽车的发展或将形成从

“多人一车”向“三人两车”的态势转
变，前景十分广阔。鲍华芬坦言，前不
久全球500强企业佛吉亚也曾伸出橄
榄枝，希望能够收购公司但未能成
功。“明年预计还要投入6000万元左
右，计划新建厂房并上马PVC热复合
和头枕、扶手发泡一体化三个技术型
项目，在质量和创新中谋求效益。”鲍
华芬说，公司总部当前还联合美国专
家积极研制机器人手，届时可以大大
减少车缝工，向全面自动化不断迈进。

宏泰董事长龚建华认为，未来企
业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单打独斗，抱
团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正成为一
种流行趋势。“1-2年内，希望能够带
动一批产业链上的企业来落户，形成
从原材料到高附加值产品一体化生
产，从根本上减少成本。”龚建华说道。

采访中，大多数企业对下半年的
经营形势稳定保持乐观态度。不过，

“稳定了”不等于“走好了”。在企业顺
应时代趋势各占其能的同时，政府部
门同样需要顺势而为，进一步筑牢为
企服务的意识。

纵观我市近年的变化，功能配套
不断提升，载体平台不断做强。以区
域集中、产业集聚、企业集群、资源集
约为发展原则，工业园区布局调整和
优化升级持续加快推进。经济开发
区、沿海经济区和城东新区“三区”提
档成效显著，“一镇一园一特”格局逐
步形成。

为了进一步培育企业发展动能，
上半年我市还组织 1200多名党员干
部深入挂钩服务 570家规上企业、正
常运转的1428家实体小微企业，实现
全市工业企业走访全覆盖。截至目
前，全市共梳理企业反映的问题1275
件，主要集中在用工、资金、两证办理、
项目审批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已办结
1170件，正在办理105件。市级层面
已交办、会办解决40件，正在协调事
项12件。

未来可期 任重道远

新常态 新思维 新突破
——我市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记者 朱江 张佳 文/摄

时间，定格在6月。迈着铿锵的步伐，
2017 年已走过半载。翻开上半年全市工
业经济运行报表，各项指标一路飘红。截
至目前，全市完成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

372.8 亿元，同比增长20%，占盐城市下达
全年任务的50.4%，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
超半的目标。

面对依然严峻的经济环境和运行压

力，这份答卷的背后，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
双向发力。近日，记者带着问题走进我市
相关部门和企业，深入探究答卷背后的奥
秘。

我市众多企业发展呈现出的迅猛态
势离不开自身的全面发力。在品质上要
效益，在创新上谋突破，在人文关怀下留
人才，在优质化服务中求发展……置身
于市场大环境下，企业的步履越趋稳健。

走进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科森科技公
司，数千台套的CNC数控加工中心满负
荷运行，气势恢宏；PVD真空镀膜生产线
打足产能，高效精准。公司东侧的二期
工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眼前高
效率、快节奏的场面无不令人震撼。公
司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实现
开票销售2.5亿元，税收达1500万。

科森科技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
电子配件制造和研发的高新企业，产品
主要配套国际品牌智能手机、电脑和电
子通讯产品，是世界知名行业巨头的优
质供应商。自 2015 年 7 月投入运行以
来，始终保持产销两旺发展态势。技术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负责人
介绍，今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投入力
度，引进国际一流高端智能装备，新增
CNC数控加工设备2500台套，进一步扩
大精密金属件产能。同时，科森已建有

“盐城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与国内
多所知名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及人才培养基地。一支由77名专
业研发人才组成的科研队伍，致力于企

业的科技研发，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知名
度和话语权。今年下半年，二期项目投产
后，公司将对现有生产线、设备进行资源
整合、优化布局，加快打造完备的产业链。

“化纤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们对这一块的发展很有
信心。”说话的是宏泰纤维的董事长龚建
华。今年上半年公司取得骄人的成绩，
龚建华表示，离不开生产和研发这两个
助推企业发展的翅膀。

在公司的生产区域，从生产到质检再
到装车发货，一系列工序有条不紊、一气
呵成。龚建华表示，车间每天都是满负
荷运转，所有的产品都实现“零库存”，这
是公司一直以来维持的最佳状态。为了
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公司每年都投资
500-1000 万元用于研发新产品。“这是
我们这几年研发的新产品涤纶大有光扁
平丝。”正在紧张生产的技术人员介绍，
以这种产品为原料织造出的毛毯具有色
泽鲜艳亮丽，手感舒适柔滑的特点，在高
端市场很受欢迎。经过持续加大技改投
入，目前，宏泰已经成为国内产能最大的
扁平丝生产厂家。今年，公司又研发了
三角异形丝，这种产品在光泽度、舒适度
上有更大的提升，目前已经小批量投放
市场，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宏泰纤维能够抢占市场制高点的优

势还在于优质的售后服务。不同于一般
的公司，宏泰将售后技术服务部门设置
在市场一线。“一旦客户有需要，我们的
售后人员会在2小时以内到达客户那边，
生产技术人员在24小时以内替客户解决
问题。”龚建华说，现在公司的售后服务
也成为了一大竞争优势。

时值中午，走进吉中汽车内饰件有限
公司食堂，工人们正吃着香喷喷的午
饭。三菜一汤，外加一个桃子，一杯酸
奶，不仅味美，营养也十分丰富。“公司的
发展离不开人才。”公司总经理鲍华芬告
诉记者，一直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文
关怀留住人才。每周休息一天、五险一
金，加班发放双倍工资……丰厚的待遇
让工人们对公司也产生了归属感。现在
公司的一线工人达 300 人，流动性却很
小，工人们都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家。

“企业落户这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
社会责任。”龚建华认为，作为一名企业
家，社会责任感必不可少。在宏泰纤维，
由于生产需要，必须 24 小时不间断生
产。为了减轻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公司
的生产设备全部实现自动化，每周还可
以休息一天。在餐饮和住宿方面，公司
也充分体现了人性化关怀，餐饮荤素搭
配，住房空调、电视、卫生间齐全，让工人
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多方发力 质效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