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ngTai Daily

东台报业网 http：//www.dtxww.com

责 任 铸 就 形 象

东台手机报 发送DTSJB至1065835919订阅

■主管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东台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2 ■邮发代号27—75 ■今日八版 社址:东台市望海西路18号 ■广告热线:85212236 ■电子邮箱:dtrbs@126.com ■传真:0515-85222320

XINHUA DAILY MEDIA GROUP

■主管单位:新华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东台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72 ■邮发代号27—75 ■今日四版 社址:东台市望海西路18号 ■广告热线:85212236 ■电子邮箱:dtrbs@126.com ■传真:0515-85222320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张东生）12月14日，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发布
2017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榜单，东台榜上有名，为盐
城地区唯一上榜县（市）。据了解，从2015年中国首个
工业百强榜正式发布，我市已连续3年入选，去年列92
位，今年列61位，比上年前移31位。

县域工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3大支柱（基
础条件、运行绩效、发展活力）、9大支点（产业规模、产
业结构、产城融合、劳动绩效、资本绩效、绿色绩效、投
资积累、技术创新、两化融合）和28个指标构成，课题组
通过对各县（市）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形成最终评定结
果。对我市工业竞争力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城
融合加快明显，绿色绩效和投资拉动效果显著，新旧动
能转换趋势向好、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壮大。

记者从市经信委了解到，预计今年全市可完成全口
径工业开票销售750亿元，其中规上工业开票销售500
亿元，企业增长面65%，新增规上企业40家。1至11月
份完成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705.7 亿元，增长21%；规
上企业增长面达 66.7%，入库税收 12.2 亿元，增长
46.7%，企业增长面、入库税收增幅均创近三年新高。
52家星级培育企业1至11月份完成开票销售242.6亿

元，占规上工业的51.5%，增长25.8%，高于规上工业8.7
个百分点。全市开票销售超亿元企业达87家，其中超
10亿元企业9家，磊达集团时隔一年销售再次突破30
亿元。按照星级企业评定标准计算，1至11月份上海电
气、领胜科技入库税金超亿元，瀚隆家纺、中玻超5000
万元，磊达集团4854万元，国华风电、安和焦化、茉织
华、恒泰特钢超2000万元，吉中、东之达、神龙药业近
2000万元，星级企业培育基本达预期效果。16个亿元
以上新增长点新增销售39.5亿元，对全市工业开票销售
增长贡献率达34.6%，其中领胜、科森、东之达、吉中等8
个增长点新增销售亿元以上。120个重点技术改造项
目已实施115个，其中竣工83个。40个智能化改造项
目已实施35个，其中竣工32个，以智能化、绿色化、服
务化发展引领企业转型升级，有力地推动了“东台制
造”向“东台智造”转变。

工业经济内涵提升，最突出地体现是产业特色更加
鲜明。预计全年五大新特产业可完成开票销售320亿
元以上。1至11月份，五大特色产业完成开票销售301
亿元，增长20.3%，高于规上工业3.1个百分点。电子信
息产业实现裂变式发展，增长50.3%，领胜、科森等一批
重点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增势强劲，CNC智能加工

中心突破7000台，年底突破10000台。新能源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鲁能海上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全市新能源
装机容量突破1200兆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新能源发
电量16.4亿度，增长47.5%，占全市工业用电量的73%；
新材料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增长15.2%，规上企业增长
面超过70%。特别是一批规模体量大、技术层次高、市
场前景好的项目投资发展，为我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添
新亮点。今年以来，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00个，比
去年同期增加33个。总投资50亿元的科森3C智造、总
投资40亿元的鲁能海上风电、总投资30亿元的远海科
技、总投资30亿元的纳盛特生物科技等一批重大项目进
展顺利。盐城市三季度重点工业项目推进考核中，我市

“三百工程”新开工项目数、竣工项目数、智能制造竣工
项目数、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新开工项目数和10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竣工项目数均列盐城市第一。

查阅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资料，目前工业百
强县（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约11.5%，工业增加
值占全国比重约 17%，构成了县域经济的重要力量，
也是县域工业发展基础、运行绩效或发展活力较好的
示范。

新旧动能转换趋势向好 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壮大

我市全国工业百强县排名飙升31位

本报讯（记者 金莉莉 通讯员 邹稳林）12月 14日
下午，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张亚青一行来我市调
研党史工作情况。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许峰陪同
调研。

党史地方志是传承历史文化，发掘历史智慧的重
要载体。近年来，我市按照省委党史办和盐城市委党
史办的部署要求，聚力创新、聚焦研究，全市史志工
作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以修史纂志为主业，各项工
作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正本编写率先启动、征编
研究成果丰硕、宣传教育有声有色、信息化建设与时
俱进。“中国·东台村史馆”入选全国“科学发展·成就

辉煌”大型图片展，《中共东台地方史》（第二卷）、《东
台市志（1988-2005）》获省档案文化精品奖，连续多
年被省委党史工办表彰为全省党史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东台年鉴》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一
等奖。

在东期间，张亚青一行先后参观中国·东台村史
馆、城市规划展示馆、文博馆等处，实地查看党史办工
作条件，并听取我市党史办和相关部门汇报，对我市相
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高度重视党建和党史
工作，富有特色地开发利用党史资源，党史工作基础扎
实、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成效显著。

省委党史工办领导来我市调研

农历丁酉年十月廿九 第 7452期
2017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王君蓉 版式设计：征 路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贲婷华）近日，市
河长办印发《东台市市
级河长制工作考核办
法 》（东 河 发 [2017]3
号），规定市级河长制考
核由日常监测、平时测
评和年终考核三部分组
成，实行千分制。考核
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对出现重大涉水安全或
水污染责任事故的，直
接判定为不合格。

根据规定，本办法适
用于对镇（区、场）和镇
（区、场）级 河 长 的 考
核。考核工作采取统一
协调与分工负责相结
合，定性评估与定量评
价相结合，自查与抽查
相结合，日常考核与年
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其中，对镇（区、场）
的考核采取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抽查现场、满
意度测评等方式进行。
考核指标包括河长制建
立和运行、水资源管理、
河道资源保护、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治理、河道
生态修复、河道执法监
督、河道长效管护、河道
综合功能提升、附加考核和公众满意度测评等11项
内容。对镇（区、场）级河长考核，则采取日常监测、
平时测评、满意度测评等方式进行。

《办法》规定，考核结果与市级河道管理、保护、
治理补助资金挂钩。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镇
（区、场），将暂停安排有关补助资金。对考核优秀
的镇（区、场），由市总河长颁发“河长制优胜杯”；对
考核优秀的镇（区、场）级河长，由市级河长颁发“优
秀河长杯”。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河长，不能提拔重
用；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
响的，视情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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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小石 张一峰 通讯员 朱成俊 顾晓进

12月 12日，“双12”，又一个全民抢购日。当天
下午16时许，在五烈镇广山社区胡家堡居委会9组
居民别墅群前，六辆大货车一字排开，形成了一条长
龙。每辆货车旁，都有几个汉子忙着把打包好的包裹
搬上货车。

胡家堡是我市新崛起的电子商务专业村，今年刚
刚获评中国淘宝村，盐城市仅此一家。截至目前，该
居委会共计有200多户920人触网成电商，日发单量
近6000件。上个月“双11”当天销售额突破2000万
元。看眼前的发货架势，“双12”又有不菲的收获！

有人指给记者看，第二辆大货车前，那位身着黑
夹克、撸起袖子指挥着把大大小小包裹往车上装的男

子就是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周有梅。“周书记头脑活
络，这回又带着村里人走上一条致富新路。”“不对，
不对，这回是年轻人引路，我主要是跟在后面学的。”
周有梅认真地说。他把手头的活计安排给妻子，领着
记者边走边介绍：“现在的小年轻脑子活，我们家门口
就有两位有故事的电商大户。”

前屋的小高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想当年
这孩子职校毕业后在邻近的兴化市张郭镇打工，一回
来就闲在家中玩电脑，左邻右舍都为他的前途担心。
想不到小高自己摸上了网销这条路，仅一年时间就买
上了汽车，前不久又换了大奔，还在市里买了房。隔
几家的小周是个女孩子，不声不响在家里搞起了淘宝
网络直播。“起初我们都不明白，这网络直播怎么赚
钱。现在大家都知道，小周钱来得可不比小高差！”这

会儿，估摸着她正忙着向粉丝们展示商品了。
谈话间，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走到我们身边。

“他就是小高，名叫高伟。”周有梅介绍道：“今天怎么
样？”小高笑笑：“还行。你家的货更多，两辆车都不
够装吧？”小高告诉记者，周书记家儿子才不简单呢，
是某知名尿不湿品牌的华东总代理，公司前哨在苏
州，大本营在胡家堡。儿子儿媳在前方接单，父亲在
家中组织发货，生意越做越大。

说起自己的发展，小高满是感激。他说，在家里
最困难的时候，周书记、乡邻们帮过他们娘儿俩太多
太多。这触网经商，最初也是周书记帮助联系，才与
路明公司搭上线的。“现在，我已是路明公司的五个一
级经销商之一了。”

（下转第二版）

喜看互联网思维渗透乡村田园

胡家堡农民脑中装进新经济钞票流进口袋里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宴）12月13日至14日，江苏
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润贤教授一行来我市
考察调研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情况。副市长孙高
明、洪炜陪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到五烈镇甘港村、时堰镇东
时为农服务合作联社红庄工作站、时堰镇高效设施
农业示范基地、梁垛镇红芳花卉家庭农场、三仓现代
农业产业园等处，详细了解我市家庭农场和合作社
在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并就土地
流转、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农机配备等情况
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考察团成员对我市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市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化管理与建设方面有许多
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江苏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来东调研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12月 14日，陕西省铜川市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耀东一行来我市考察项目推进
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良钢陪同。

考察团先后深入到捷士通、上海电气、领胜、科
森等企业及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考察，并听取相关
情况介绍。我市突出智慧引领和高端导向，机械装
备产业坚持走高端化、成套化、集群化发展之路，加
快向智能制造方向拓展，同时，大力培育以电子信息
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发展移动智能终端、
光电科技等新业态，着力构建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基
地等做法给铜川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察团成员
一致认为，东台企业和园区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
大，政务环境良好，值得学习借鉴。

铜川市考察团来东考察

本报讯（朱捷）为深刻吸取连云港灌南聚鑫生物
“12.9”爆炸坍塌事故教训，近日，市安监局迅速贯彻
落实省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开展
化工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全力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
大整治大落实专项行动。

结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和头灶园区化工
企业转产转型及“263”专项要求，市安监局主要负
责同志带队深入头灶镇新锦泰、鑫源、天腾等危化
品企业实地督查企业安全生产，对动火等特殊作业
和现有重大危险源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专项排
查。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列出清单，建立台账，要求
立即整改，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
处。对应停产拆除的，强化监督检查，切实消除安
全隐患。同时，督促企业开展全员、全方位、全过
程的自查自纠，加强员工安全教育，落实冬季安全
防范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演练，提高应急防
范能力，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工作，确保化
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市安监局开展化工
企业专项整治

安丰镇依托连申航道，积极发挥安丰内河港口的吞吐优势，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徐越峰 摄

伊 风

如春风劲吹，新经济正伴着新理念新技术拂
过田野大地！从农村网民迅速增加，到一个又一
个“淘宝村”在我市农村涌现；从致力改善农村田
野面貌，到乡村旅游蓬勃兴起；从尝试网上销售
农产品，到互联网+农业深度影响农村农业走势，
一项项新的业态拓宽了创新创业的渠道，迅速转
化为农民创业致富的有效路径，给农村农民的生
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化。

如果说，互联网拉平了世界，那么新经济就应
当成为弥合城乡差距、实现均衡发展的催化剂、推
进器。胡家堡发展电商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全面
提升发展的实践表明，发展新经济，不只是城市的
专利，广阔的农村更有作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
尖，更应发挥最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农民
的聪明才智，让新理念入乡随俗，让新技术为我所
用，让新经济在“希望的田野”上迸发出勃勃生机
和强大力量，成为农村现代化的新引擎。

让新经济劲吹希望的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