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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半年将尽，转眼间到了冲刺
双过半的关键时期。仲夏时节的东台大地，企业忙生
产，项目忙建设，火热的现场到处可见。在东部沿海，
85公里的海岸线上大风车林立，太阳能光伏电板映天
辉日；在领胜、科森、远海、上海电气等一批气势恢宏的
大型企业，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化特征日益彰显，企业
上云、机器换人、智能车间成为“标配”；在与镇区领导、
企业同志交谈中，他们更多的话题是对美好生态的追
求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融入智慧
因子调优产业结构，催进新特产业向着“高轻新智绿”
高端提升，推动新兴业态五彩斑澜蓬勃发展。市委市
政府前瞻发展趋势，更新理念，创新方式，创新发展，为
我市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赢得先机，牢牢把握主
动权。

抓生态环境就是抓高质量发展。我市坚决杜绝
“两高一低”项目，对所有项目，实行最严格的评审制
度，推进全城零化工，促进企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设

备和工艺。经济开发区创成国家级绿色园区，中玻、中
磊两家企业创成国家级绿色工厂。建立以亩均效益、
亩均能耗、亩均排放为核心的企业综合评价机制，通过
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机制，引导企业绿色高效发展。3
年来，全市单位GDP综合能耗累计下降14%，空气质
量良好率一直保持在75%以上，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连
续多年位居全省前列。新能源产业应用与制造互动发
展，建成全球最大的滩涂光伏电站，“风光渔”立体开发
模式为全国首创，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300兆瓦，年
发电量达20亿千瓦时。今年1－5月份，全市工业用
电量、新能源发电量分别达11.42亿千瓦时、11.53亿千
瓦时，新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工业用电总量，有力推动
了全市工业经济绿色发展。

聚焦高端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我市曾是“纺织
大市”“建材大市”，传统纺织业一度占全市工业份额
40%以上，传统建材业占到20%以上。面对产业转型
升级，压力巨大，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坚持新发展理
念，构建富有竞争力的“3+2+1”现代产业体系，“3”即

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新材料，“2”即海洋生物、新
能源，“1”指智慧产业，不断刷新东台产业版图。 短短
3年，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大产业异军突起，仅CNC加
工中心就突破1万台（套），总数居全省前列，迅速上升
为全市地标性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去年开票销售占全
市新特产业的45%，产业规模占盐城市同类产业的一
半。近1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分别与国内120多所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联合实施技
改转型、智能化改造项目160多个。日前，作为制造业
创新转型成效明显的县（市、区），省政府给予我市督查
激励并予以奖励支持。

融会现代理念，联动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从
“一只瓜”甜透了瓜农的“心窝窝”，到“一根丝”串起了
联农富农的银丝带，从“一棵树”成了村民的“摇钱树”，
到“一篮菜”鼓起了农民钱袋子……一个个融汇东台底
蕴的特色产业融入新的理念。从与院士联手种粮食的
五烈现代农业园，到让三仓精品农产品从大江南北扩
散到全国各地的市现代农业园，（下转第二版）

好生态引来新业态 聚智慧增添新动能

“绿色+智能”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徐振海

近日，从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国家教育现代化监测培
训会传来消息，我省共有3个县区成为全国教育现代化
监测样本县，我市为苏北唯一入选市。

监测结果显示：我市教育普及度、公平度、保障度和
贡献度等一级指标继续保持高位水平。指标背后，是现
代东台在教育领域的华丽呈现。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教育现代化监测工作，坚持
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之首，把教育投入作为民生第一投
入，着力打造“风景这边独好”的育人环境，让所有孩子
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从全省近三年公布的数据
来看，我市教育现代化监测得分从78.1分到85.79分，再
到89.83分，以强劲的上升态势跃居盐城第一，进入苏北
领先和全省靠前位置。

草莓形状的屋顶、靓丽的大楼，占地15亩的市幼范

公路（开发区）分园主体形象已经显现，正快速推进围墙
等项目建设。这是我市学前教育优质普惠进程加快的
一个缩影。为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积极创造良好
学习生活条件，我市先后启动多所公办幼儿园建设，
市幼范公路分园、城东新区实验幼儿园今年暑期将投
入使用；市幼惠阳路分园、沿海经济区幼儿园、原教育
局机关以及四灶小学和海丰小学改造幼儿园等 10 多
个项目加快推进。与此同时全市新组建学前教育联
盟，实施课程游戏化项目，不断提升教科研水平和保教
质量。

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上，我市同样特色鲜明。备受
市民关注的市一小本部校区建设已经进入尾声，下学
期投入使用。新的市一小本部在对原先市一中校区进
行改造和新建的同时，将部分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文
化标志进行保留和利用，而建成后的校区，也将成为市
区小学里面积最大、环境最美、设施最先进的校区。实

验中学城东分校优质资源对周边形成有效辐射，一小
本部迁建、范公路（开发区）分校扩建到位，秋学期全
部投入使用。根据省教育厅最新数据，目前我市
90%的学校达到省义务教育办学标准。初中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连续两年在盐城中考农村初中10强中占
据9席。

高中教育更趋优质多样，这是我市近年来教育上的
又一可喜成绩。而今，东台中学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
一门新的课程引发了不少学生的浓厚兴趣，那就是机器
人课程项目。搭建、编程、操作，学生们在动手过程中接
触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主动学习。除了机器人课程项
目外，市一中艺体办学特色也在持续放大。

教育国际化、开放化是我市教育的又一亮点。我市
与省教育厅“苏教国际”签署《提升教育开放度三年行动
计划备忘录》，进一步加速我市教育开放度指标提升，提
高参与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能力。（下转第二版）

全省三家 苏北唯一

我市入选国家教育现代化监测样本县

本报讯（记者 顾敏 通讯员 崔碧玉）连日来，市
城管执法大队高标准、严要求，全面整治市容环境。

该大队实行重点区域专人蹲守、重要路段不间
断巡查，实行早、中、晚错时执法，启动全天候巡控
保障机制，做到城市管理和市容秩序整治“全覆盖、
无死角”。对城南菜场、望海路、宁树路、北关路等
重点路段存在的水果摊点出店经营、违规流动摊
点、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对
窗口单位周边环境秩序进行专项整治，清理东台客
运站周边流动摊点以及乱堆乱放。全面整治户外
广告和“小耳朵”，集中拆除宁树路、北关路、望海西
路等违规设置的店招店牌。

截至目前，大队共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54份，
规范出店经营商户76家，依法查处占道经营、流动
摊点520多处，规范非机动车停放600多处，清理乱
堆乱放75处，拆除“小耳朵”61块、清理牛皮癣小广
告203处、拆除违规广告牌55块。

对标找差合力攻坚
全面整治市容秩序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 通讯员 崔晖宇）日前，在富
安镇投资1亿元的富煦通科技和投资5000万元的中宝
龙工程机械项目集中开工。

据了解，富煦通科技项目总投资1亿元，主要从事
大型剪板机、折弯机、机械配件、环保设备和机电设备
的生产制造，项目建成后，年可产各类通用机械500台
套，实现销售2亿元、利税2000万元。中宝龙工程机械
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生产制造工程升降机、塔
式起重机、液压升降机、环保设备以及经营附属设备的
设计、研发、出售、安装和销售服务等业务。项目建成

后，年可实现销售1亿元、利税1000万元。
今年以来，富安镇聚力高质量发展，主动抬高招商

门槛，把投资强度、装备水平、亩平税收、外观设计等写
进投资协议，对招引项目质量、效益提出明确要求，实
现了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转变。该镇甘当企业“服
务员”，倾力支持项目建设，所有班子成员与工业一线人
员全部挂钩到规模以上企业及新培植规上企业，实行一
对一、点对点“保姆式”服务，及时帮助协调生产要素。
并制订挂钩人员服务考核奖惩细则，确保挂钩人员真正
进园区入企业，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富安镇两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唐雅 通讯员 夏澄虎）6月20日，
记者从市路灯管理所获悉，截至目前，今年30条巷
道路灯、宁树路41盏灯具更换、东进大桥桥灯提升
改造等民生实事任务已全部完成并调试放亮。

我市把背街后巷的路灯建设列入每年的为民办
实事专项工程，经过努力，已先后分批解决了近500
条巷道的路灯，大大方便了居民的晚间出行。今
年，作为该项目主体单位的路灯管理所继续落实30
条巷道路灯、宁树路灯具更换以及东进大桥桥灯改
造提升。

春节过后，该所主动出击，成立专门的工作小
组，全面调查摸底，到现场一一勘查，梳理出急需安
排的30条巷道，包括长青七组、金山北巷、东关小
区、新华书店宿舍西巷等老旧的居民生活集中区。
在确定巷道分项后，全体人员立即按照实施方案，
打足人力器械，抢晴天钻雨隙，抓紧组织安装实
施。亮化工程完成后，彻底解决了周边居民夜间行
路难、安全隐患大等问题，营造了良好的道路照明
环境。

路灯“点亮”
背街后巷

记者 叶东升
通讯员 常语峰 杨广才

放置身份证进行扫描，
结合人脸识别确认身份，按
照系统提示有序操作，便可
直接打印营业执照。如今，
在我市已有5000多户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享受到自助办照
系统带来的便捷。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局
大力实施以“自助办、线上
办、承诺办、集成办、帮代办
和全城通”为核心内容的“五
办一通”创新服务，真正实现
了“让数据多跑路、创业者少
跑腿”。

企业名称预先登记是企
业登记成立前重要的环节之
一，以往申办程序繁杂。为
此，市场监管局推出“企业名
称自助查询系统”。企业通
过互联网进入盐城市工商局
官网，以用户名进入“市场主
体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按系
统提示进行相关操作，即可
实现对拟申请使用企业名称
的自主申报。名称申报成功
后，以系统给定的“自主申报
预选号”进行企业网上设立
登记录入，成功后打印相应
登记资料送至窗口，便可领
到营业执照。这一举措大大
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行
政效率，实现了双赢。

随着我市新经济的蓬勃
发展，重大产业项目纷至沓
来，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聘请
镇村（居）干部担任全民创业

“帮办员”，开辟重大项目行
政许可“绿色通道”，在重点
和特色产业园区设立“双创
服务工作站”，落实专人指导
服务。对电子信息、机器人、
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项目，该局实施随到随办、帮
跑帮办。对重点园区和特色小镇项目招引以及央企、
国企和大型民企投资布局，做到提前介入、全程跟踪
服务。先后为200多家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企业提供

“五办一通”服务，全程跟踪26家电子信息、新能源、
新业态准入登记、开业落户重点园区和特色小镇。到
目前，已办理名称预先核准 6993 件，企业登记 6175
件；办理企业登记自助办照3000多份、“全城通”行政
许可业务210多件、线上审批项目1685件；帮跑帮办
许可服务项目60多个，一次办结率达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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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抢抓“机器换人”的历史性机遇，全力
引进培育机器人产业。江苏美之好机器人、宝
控机器人、赶海机器人、萨默尔机器人等企业纷
纷落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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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进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