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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 宴

60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累计脱贫率达80%以上，
4000元以下35户 62人的绝对贫困户全部消除，4个
省定经济薄弱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18万元……
过去的2018年，我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脱贫攻坚部署要求，以省
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为抓手，深入推进脱贫致富
奔小康工作，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等，构建大扶贫格局，提升脱贫成
效，全市脱贫年度任务全面完成。

记者了解到，我市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低于 18 万
元的市定经济薄弱村共有87个，其中省定经济薄弱
村4个。87个村因村制宜制定脱贫攻坚工作方案，4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每村扶持1个以上稳定增收产业
项目，如光伏、冷库、物业、粮食烘干等。到去年底，4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18万元
以上。

去年，全市18个镇区、102个市直部门8200名党
员干部参加结对帮扶，实现帮扶全覆盖。对35户、62
人的4000元以下绝对贫困户，逐户上门走访，跟踪落
实扶持就业、产业扶持、政策兜底保障、动员子女赡养
等措施，开展立体式帮扶。到去年底，4000元以下绝
对贫困户全部消除。

出台扶贫小额信贷及健康精准扶贫方案，将低收
入人口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降低到普通保障对象的
50%，赔付比例最高达85%，一般低收入人口参照低
保户标准实施住院医疗救助。341户建档立卡危房

户、293户贫困老人户、1225 个建档立卡适龄入学子
女名单全部落实相应的扶持政策。

同时，大力实施“一只瓜、一根丝、一篮菜、一棵
树”等“四个一”工程，依托优势特色产业，组织引导有
劳动能力低收入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等新型主体，提供
公益性岗位，实现就业扶贫，譬如，结合“一片林”建设
实施的绿色扶贫工程，受益农户达6479户。

行百里者半九十，脱贫攻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今年，全市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放在脱贫成效
的巩固提升上，目标完成 2711 户、4813 人的脱贫任
务，47个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8万元。我
市继续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劲，奋力打好脱贫攻坚持久
战，确保2020年全市人民与全国一同高质量迈入小
康社会。

扶贫脚步不停歇 致富路上再出发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宏景机械通过零部件标
准化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保持产销两旺良好态势；
顶兴机械、玺泽祥等印机项目节后全面复工，力促
项目早日达产达效；长江机械项目迅速落户，吹响
产业招商号角……今年以来，富安镇按照市委十四
届六次全会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高质量发展要
求，优化招商模式，狠抓项目落地，加快转型升级，
以创新引领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该镇紧扣印刷包装机械产业定位，扎实开展“重
大产业项目攻坚年”活动，努力实现印刷包装机械
全产业链覆盖。力争全年新开工5000万元以上项
目1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个，新竣工5000万元
以上项目5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个。

强化招商选资，深耕上海深圳，每季度组织一次
专题招商或展销推介活动，有的放矢招引强链、补
链、扩链项目，变“大招商”为“招大商”，把宝贵的土
地资源、项目指标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同时，深度
接轨上海，密切与青浦区朱家角镇的结对共建。

建立“工业、农业、服务业”三大板块重点项目
镇级领导分块负责制，定期筛选出一批重点项目，
组织专人一对一攻坚，确保每月有1个项目开工建
设，形成项目滚动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针对传统
企业多、小、散的现状，做好“智创革新”文章，打好
技改扩能、创新创牌、存量优化“组合拳”，启动

“111”计划，即推进10个技改项目、清理100亩闲置
土地、盘活1万平方米低效厂房。

富安镇以创新引领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本报讯（雷兴俊 许吉平 朱霆）连日来，梁垛镇
组织镇三套班子领导成员、机关干部、相关部门人
员分赴全镇38家定报规模企业、在建及拟开工项目
以及两个工业园区，实施分类指导、要素协调服务，
帮助化解难题，推进主体经济稳健发展，奋力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

该镇围绕G204智造创新带功能布局，聚力“智
造+创新”，紧扣“年内实现全口径工业开票销售超
100亿元”目标，扎实开展“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活
动，不断厚植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精密电机等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强化服务企业，对磊达、瀚隆、东之达等龙头企
业实行重点服务，计划今年新增瑞正、嘉骏、晟邦、
康帅、凯仁等5家规上企业和匠准、同创、康帅、瑞
正、凯仁等5家纳税超百万元企业。鼓励企业实施
科技创新，推动欧邦、匠准、东之达、康帅等入园企
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争创三星级以上企
业4家。

强化招商选资，建立三个招商小组，在上海、苏
南、深圳等地重点区域实施驻点招商，力争在招引
亿元及5亿元、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上取得突破。

强化园区载体提升建设，建立园区建设服务小
组和项目建设服务小组，明确服务责任、服务项目、
服务时限；年内与金山区山阳镇合作共建园区，争
取早日设立上海电机学院智能电机产学研合作基
地，争创省级智慧产业园区；当前重点服务兰德尔、
亿力特等4个亿元项目开工前期准备工作，加快昊
雄、聚才、海鸿、精利恒、嘉骏等5个项目建设进度。

梁垛镇服务主体经济
使实招促发展

记者 叶东升 唐雅

2月 20日下午，走进江苏华粮机械有限公司，一
辆大卡车装载着20多米长的管链式输送机，即将发
往安徽某大型上市公司。据了解，该产品由华粮机
械自主研发，可以实现物料的三维方向输送，填补国
内市场空白。目前该产品在手订单达500万元，工人
们正抓紧赶制，确保如期交付。

华粮机械是一家专业从事散状物料破碎、筛分及
输送系统设计、开发、成套、制造及安装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
域，远销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多年来，
公司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强市场话语权，
每年投入100多万元用于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

先后获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10多个，通过省新技
术新产品鉴定5件。

翻开企业专利簿，一项项凝聚智慧和心血的成果
呈现在眼前：授权专利120多个，其中发明专利2个，
实用新型专利95个。去年，华粮机械获评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我们与上
海交大、东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
关系。”公司负责人说。

在高校“智囊团”的倾力支持下，公司优势产品
——高效冷却螺旋输送机组研发上市。该机组不仅
耐高温、耐磨损，还能在输送过程中达到物料均匀冷
却的效果。产品可为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提供便利和支持，受到海螺川崎等多家知名企
业的青睐。

今年，华粮机械将继续加大智能化改造力度，在
现有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基础上，投入300多万元新
上一台高精度激光切割机，进一步提高生产装备水
平。同时，瞄准行业前沿和客户需求，充分发挥盐城
市工程技术中心的作用，力争研发4个新产品，抢占
更加广阔的市场。

华粮机械：借智借力争当行业小巨人

本报综合 全市机构改革工作有条不紊快速推
进。2月22日，又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9部门召
开转隶组建工作部署会。市领导许峰、陆汉超、陈晓
俊、吴琼、徐越、孙高明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按照市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将市国土资源局（市不动产登记局）的职责，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规划局）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
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
划职责，市水务局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
责，市农业委员会（市林业局、市海洋滩涂与渔业管
理局）的林业管理、海域管理职责，市环境保护局、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管理职责整合，作为市政府
工作部门，对外挂市林业局、市海洋局牌子。将市司
法局的职责，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
法制工作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市司法局。在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市中小企业局）基础上组建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同时，优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民政局等涉及职能调整的部门
职责。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推进机构改革，深刻认识深化机构改革
是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的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需要。要严格按照既定步骤有序接替、稳步
推进，涉及职能调整的部门单位主动加强与相关部
门的联系沟通，确保各项工作精准衔接。要深入细
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
尽其才。要坚决维护改革决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严格执行机构改革各项纪律，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改
革任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9部门
专题部署转隶组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江）2月 20
日-22日，市长王旭东率队赴上
海、太仓、昆山等地开展招商活
动，走访考察企业，宣传推介东
台，推进项目合作。

抵达上海后，王旭东一行直
奔总部位于徐汇区的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该集团业务涉及文
化、教育、影视、婚纱摄影、酒店、
金融等诸多领域，投资高端品牌
30多个，拥有实业子公司150多
家，年营业额超100亿元。集团
负责人表示，计划新上幸福产业
园项目，建设爱情博物馆、照片
工厂，打造国内一流的婚纱摄影
制作一体化基地。王旭东参观
后指出，企业在引领产业发展、
塑造文化品牌、推动文旅融合、
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理念先进、
实力雄厚，与我市加快发展现代
服务业，特别是沿海大健康、大
生态的幸福产业方向不谋而合，
合作空间广阔。邀请集团领导
到东台实地考察，增进了解，谋
求共赢。在沪期间，王旭东一行
还拜访了由归国博士团队创建
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该企业
致力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
开发，重点布局自动驾驶、智能
机器人、智慧城市、AI芯片等九
大领域。在深入交流后，企业负
责人当场与我市沿海经济区同
志组建微信工作群，围绕智慧产
业、智慧旅游开展深度合作，并
表示近期将组织专家团队来东
考察洽谈。

上海华族激光设备公司是一
家专业致力于工业激光设备研
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整套激
光应用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
业，制造工厂位于苏州太仓市。21日下午，王旭东一行
现场参观产品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战略及市场
前景。围绕加快推进该企业在沿海经济区的激光设备
制造基地项目，王旭东要求沿海经济区负责同志做好全
方位、保姆式服务，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随后，王旭东一行马不停蹄奔赴昆山市，先后拜访
昆山土山建设部件、苏州格润德机械制造公司。在实地
考察企业的产品开发，了解制造工艺、科技研发、技术优
势、行业竞争力等情况后，王旭东就部件加工及总装、新
能源汽车部件及智能装备项目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
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东台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矛
盾问题，并一一交办随行沿海经济区负责同志。王旭东
要求，围绕企业投资计划和项目建设内容，排出时间节
点和计划路径，加强“一对一”跟踪服务，努力让企业在
东投资放心、创业顺心、发展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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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鞋儿庄” 严海长 摄

本报讯（曹晋）新年伊始，我市“双百双千”示范点大
家庭又添新成员，黄海国家森林公园党员教育实境课堂
正式建成投用。

该实境课堂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以“林
工精神”为主线，通过发掘20世纪60至70年代“先遣支
部”、“五七”干校、“五百知青”垦荒造林的历史故事，建
成红色大讲堂、红色步道等情景教学点。同时，研发党
员讲好党的故事、党员回忆入党初衷等精品课程，教育
引导党员不忘初心、探索进取，不断砥砺前行，铸牢坚强
的党性修养根基。

我市党员教育实境
课堂又添“新成员”

本报讯（陈社翔）2月21日下午，市住建局组织召开
全市物业服务行业管理提升年动员大会，动员全行业扎
实推进住宅小区整治工作，全面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
平，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今年我市物业服务行业将紧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要求，补齐物业服务短板，切实解决物业服务的热
点、难点问题。年内完成望海、东亭等10个老旧小区有
机更新，全面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按照省级宜居示
范居住区标准，提升改造东坝小区；在有条件的住宅小
区试点加装电梯，探索旧区改造新模式；围绕打造高品
质小区，进一步强化小区物业标准化管理，年内培植
1-2个省级小区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联合邮政部门，利
用三年时间完成物管小区智能信包箱建设。

全市物业服务行业
目标任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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