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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叶东升）5月15日上午，我市举行’2018
东台机器人产业投资说明会。来自全国机器人行业的80
多名专家、精英欢聚一堂，畅叙友谊，共话发展。市委书
记陈卫红出席并致辞。

陈卫红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
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她说，近年来，东台围
绕打造“以智慧、绿色为特质的江苏沿海现代化城市”发展
定位，突出智慧引领和高端导向，聚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批智能制造高端项目相继落
户，企业智能化改造和互联网化转型形成热潮，CNC智能
加工中心突破1万台，智慧工厂、智能车间不断涌现，形成
一批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智能制造“小巨人”，“东台智造”成
为东台高质量发展的靓丽名片。

陈卫红指出，当前，我市紧盯机器人这一“制造业皇
冠顶端的明珠”，抢抓“机器换人”的历史性机遇，全力
引进培育机器人产业，并在“风口”迅速成长。宝控机

器人、赶海机器人、萨默尔机器人等企业纷纷落户，美
之好机器人代表盐城市参展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目前
全市已拥有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多家，集群效应初步
彰显。东台机器人产业崛起的“时”与“势”已经遇合，
拥有功能先进的专业园区、科研基地和孵化平台，创成
一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间，机器
人·人工智能广场启动建设，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集成
电路、新型材料、电子装备等产业链配套项目正加快集
聚，有利于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生态圈”已经形成，进入
到快速扩张的新阶段。希望各位嘉宾走进东台、选择
东台、融入东台，我们将以优质贴心的服务，与大家携
手打造特色鲜明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努力成为机器人
发展“黄金时代”的重要一员。

投资说明会上，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孙立
宁、长江流域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联盟秘书长周明玉、中
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钟

国苗、青岛科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喜冰、青
岛亚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洁雯等嘉宾作交流发
言，对我市“智慧、绿色”为特质的城市品牌以及机器人
产业发展潜力给予高度赞赏。同时，立足当今机器人
产业发展现状和人工智能发展前瞻方向，为我市加快
打造机器人产业高地提出了一些建议。

此次投资说明会共签约12个机器人产业项目，涉
及技术研发、产业孵化、生产制造等多个方面，并举行
了城东新区“创新中国智库调研基地”授牌仪式。

会前，陈卫红会见了工信部《人工智能》杂志总编辑
王沛霖、江苏金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横井忠志、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主任郑凯宇、中航宝胜智
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维忠等部分嘉宾和客
商，双方就加强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市委常委邱海涛主持投资说明会。副市长徐越介
绍我市市情和机器人产业发展情况。

’2018东台机器人产业投资说明会举行
陈卫红出席并致辞

记者 张一峰 通讯员 顾晓进

近日，全省“味稻小镇”建设暨水稻集中育秧现
场观摩培训会人员走进五烈镇现代农业园，现代化
生产方式、多样化富民模式令大家啧啧称赞。

走进秧苗如茵的集中育供秧中心，温润的暖流
一下子包裹了全身。集中供育最大的优势就是可
以为秧苗生长提供最佳的温度、湿度，最为合理的
养分。现在周边农民、农业合作社都可以享受到现
代农业园提供的秧苗供育、机械作业、粮食烘干等
农业生产全程服务。

育供秧中心外面，秧盘整齐地叠在钢架托盘上，
托盘就放在水泥场地上。

“育供秧中心里秧苗成长时间短效果好。要是
暂时不具备条件，硬地硬盘育秧技术可以先行推
广。”省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推广研究员杨洪建
说。

杨洪建介绍，五烈是全国首批“味稻小镇”。选
择到五烈观摩是因为五烈镇注重水稻基地建设，实行
全产业链标准化生产，以绿色高效高质为目标，全面
推广优质食味品种，积极发展稻田综合种养新模式，
为稻田综合种养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示范……

集中育供秧中心东侧是张洪程院士水稻试验基
地。基地里如今立起了一排排大棚，棚里的蔬菜、
西瓜长势喜人。水稻田里长西瓜是农业园今年尝
试的水稻与蔬菜套种模式。农业园先后与南农大、
扬大、省农科院等7家科研单位结成了紧密合作关
系，仅去年就引进新品种42个、新技术21项，稻鸭
共作、稻田养虾、反季节龙虾养殖均取得良好收益。

从希望的田野上起飞

顺应企业所盼解决融资难题

优质服务的国土答案系系列报道列报道③

记者 张仁干 王建生 叶海慧 唐雅 班雪凡
通讯员 林四海 焦杰

“我们的15本产权证都已经办下来了，国土部门帮
了不少忙。”4月鲜花盛开，东台中玻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何素贤心情更加愉悦。

今年年初，中玻公司在银行的抵押物到期，需要重
新办理登记抵押手续，无奈只有一本产权证，焦头烂额
之时，他们找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寻求解决办法。登记
中心主任朱骏热情接待，告诉他可以把厂房按幢分别办
理不动产证书，到多家银行抵押。“经过清算厂房和办公
楼，我公司一共办理了15本不动产证书，解决了我公司

多年因不动产无法划分造成的抵押难题。”
按照以前的做法，一宗地只颁发一本产权证书，银

行抵押一般只认第一顺序，企业即使有足够的不动产也
很难多方融资。2016年 5月全市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以来，市国土资源局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在全省首创实
行“工业项目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分别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的新举措，改写了企业只有一本土地证，只能在一
家银行抵押、借贷的历史。

东台中玻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玻璃控股有
限公司和江苏苏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江苏玻璃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办的一家以在线LOW-E玻璃
及浮法玻璃基片制造为主业的新材料高科技企业。

2008年开工建设，2009年9月第一条生产线竣工投产，
10年时间，中玻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已成长为我市的纳税
大户，去年纳税达5600多万元，全市排在第三。作为从
项目建设之初就来到东台的何素贤，对我市国土部门的
服务有着更深的感受，他说：“一路走来，从拿地办厂到
办证抵押，他们都非常尽职尽责。”

“创新服务方式，助力企业发展”。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面锦旗，表达了
企业对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感激之情。原来，锦旗的赠与
方金铁牛机械厂是我市第一宗不动产“按幢设立不动
产，分别颁发不动产证书”的受益方。

（下转第二版）

新 闻 特 写

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陈鹏飞 陆林萍

“服务周到，办事效率真
是高。”客商沈往林近日在
市场监管窗口办理营业执
照，从名称核准到企业注册
仅花了两个半小时。

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致力优化营
商环境，行政审批在“快”字
上想办法，在“减”字上下功
夫。市场监管窗口率先推出

“线上办理不要跑，线下只
要跑一次”，全面推行承诺
制，实现工商“自助式”办照
系统镇区全覆盖。市供电局
将内网系统搬入服务中心，
企业不用再跑供电公司，乡
镇企业办理开户不用跑市
区。国土与地税打破部门壁
垒，企业进一家门办成两家
事……

一件件一桩桩生动的事
例背后，是我市构建起的

“4+2”审批服务新模式。新
的服务模式以“预审批、承
诺批、集成批、网上批、代办
服务、联合服务”为主要内
容。

在这个服务模式覆盖
下，工业生产建设项目施工
许可证审批材料精简为 35
件，环节优化至 14个，重大
工业项目开工前审批时限压
缩在30个工作日，企业注册
登记一个工作日办结率达
95%。不动产登记一般房产
契税、交易登记流程由10道
精简为 5道，材料由 2套 18
项精简为 1 套 8 项，平均办
结时限在3.8个工作日。

“一个重大项目从到发改委备案，经过环评到建
设部门领取施工许可证直至开工建设，这个流程消耗
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而且全部是在市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办理。”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科负责人介绍说。

4月下旬，随着人行东台支行进驻，我市政务服务
中心开启了企业注册开户一站式服务。企业在市场
监管窗口注册登记后，可直接到人行窗口、国土窗口
办理相关业务，不用来回奔波。（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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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雅 周宴 班雪凡）5月15日下午3时
起，参加新经济发展投资说明会的客商、嘉宾陆续抵达
我市。

参加此次活动的客商和嘉宾近150人，既有来自长
三角、珠三角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协会负责人，也有海
内外的客商代表，其中不少是带着项目前来签约，也有
的带着投资意向前来考察。

下午5时许，报到进入高峰期。在报到现场，不少

嘉宾、客商认为，东台近年来发展迅速，投资环境越来
越好，产业发展特色更加鲜明，关联度更高，园区建
设承载力进一步增强，为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

签到处左侧立着本报宣传展板，嘉宾纷纷移步扫码
关注展板上的东台日报微信公众号，进一步了解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少客商对于此次活动直播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

参加新经济发展投资说明会嘉宾陆续抵达

城东新区幼儿园总投资 1800 万元，占地面积 15
亩，建筑面积 5896 平方米。计划开设 4 轨 12 班。目
前，该园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将于今年秋季正式
开园招生。刘进涛 摄

新 闻 特 写

不动产权证书对企业而言，既是所有权的象征，又
是抵押融资的凭证。多年来的习惯做法只能是一宗
地颁发一本产权证书，银行抵押一般只认第一顺序，
企业即使有足够的不动产也很难多方融资。市国土
资源局在征询不动产登记改革意见时，企业家们纷纷

提出是否可以化整为零多发几本证书。如何突破“禁
区”，满足企业家的需求？他们从商品房按单元、房号
出售受到启发，多次征求法院意见，在全省乃至全国
首创工业厂房按幢设立不动产单元、分别颁发证书的
新做法——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 通讯员 贲婷华）5月 14日
上午，2018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活动在文
化广场举行。

当天在活动现场布置了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知识
问答、节水知识等宣传展板，向过往市民发放有关节
水型城市的各种宣传资料，号召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
共同关注水资源保护，营造全社会节水氛围，全力推
动东台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

5月13日至19日是第27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活动现场，一些群众文化团体还以歌舞表演形
式，宣传节水知识和创建节水型城市的重要意义，号
召广大市民朋友树立“节约用水就是保护生态、保护
水源就是保护家园”的意识，主动学习掌握日常节水
技巧，让节水成为自觉行为、变成生活习惯，共同建设
我们水美金东台、生态新家园。

城市节水宣传周
活动全面启动

东台新经济发展投资
说明会嘉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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