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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萨玛瑞汽车配件（盐城）有限公司大力实施“一主多元”发展战略，在做好东风悦达起亚配

套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其他汽车市场，目前已经生产奔驰、奥迪、长城等国内外品牌的汽车配件，明年还

将生产保时捷、宝马等品牌的汽车配件。公司1至11月份销售额9585万元，同比增长5%，预计全年销售额

达1.1亿元。图为工人进行组装设备确认。 蔡玉成 摄

□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尹丽珊） 12月10日下午，区管委会主

任徐龙波主持召开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任

务分解工作情况汇报会。区领导李东前、陈鹏参加。

会上，相关部门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政策争

取、工作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明确下一步推进

措施。

徐龙波指出，建设中韩 （盐城） 产业园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重要决策部署，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交

给开发区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开发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

重要支撑。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项目

化”工作要求，积极作为，主动对接，抓紧完善修改，

排定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地

落细落实。

徐龙波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科学定位、实事

求是，找准关键，进一步修改完善，明确责任分工，细

化分解任务，确保实施方案各项目标按时序节点扎实推

进。增强创新意识，解放思想、精心谋划，坚持“走出

去”与“请进来”并举，向烟台、惠州学习，重点抓好

中韩（盐城）产业园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做法创新。

徐龙波强调，要主动沟通对接，加强研究分析，强

化协调配合，争取政策支持，提升服务效能，扩大对韩

经贸交流，提升开放发展水平，高质量推进中韩 （盐

城）产业园建设。

本报讯（严凯发） 12月7日上午，区党工委书记戴

荣江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两海两绿”发展

路径，突出项目立区，坚持科学定位，重抓接轨上海，

全力招大引强，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打造科技标杆园

区。区领导邓既明参加调研。

在萨玛瑞汽配公司，戴荣江深入生产车间，与企

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产品销

售、科技创新、发展愿景情况，希望企业加大科技创

新和技改扩能力度，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

争力。

在听取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相关情况汇报后，戴荣

江要求，坚持科学定位。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是全区重

要的经济发展引擎，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

心载体。要抢抓发展新机遇，突出项目立区导向，进一

步明晰产业定位、招商方向，坚定不移培大育强新能源

汽车、机器人产业，推进研发机构产业化、产学研一体

化。

戴荣江强调，打造科技特色。加强与国内外大院大

所合作，深化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联系，共建

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和要

素，激活科技创新活力，吸引更多优秀科技研发、企业

管理、高技能人才落户发展，加快打造科技标杆，全面

建设科技园区。

戴荣江要求，重抓接轨上海。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

态和更高的工作标准，全面接轨上海、深度对标上海，

加强与上海临港集团的合作对接，充分利用好上海的政

策优势和产业资源优势，加快与上海漕河泾的合作共建

步伐，抓好合作事项、合作项目的落地生根。

戴荣江强调，全力招大引强。聚焦外向型、科技

型、巨人型、财源型重大产业项目，扎实推进“百日招

商行动”，持续发力招商引资，组织重大项目攻坚，大

力引进创新度高、产业层次高的行业领军项目，尽快形

成新洽谈、新签约、新开工、新竣工、新达产一批项目

的滚动发展格局，不断厚植发展根基。

戴荣江要求，完善体制机制。系统谋划明年工作，

牢固树立“今天再迟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迟”的效能

理念，深入推进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全面加强园区党

的组织建设，建立精简高效的组织构架，推动园区高效

运转、攀高比强、进位争先。

调研期间，戴荣江还察看了江苏新能源汽车研究院

选址现场和长三角新能源汽车整车造型中心。

本报讯（记者 尹丽珊） 12月 4日至

7日，区管委会主任徐龙波带队赴成都、

北京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系列活动，

拜访了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入洽谈

投资合作事宜，取得了积极成果。

通威太阳能公司是全球先进的晶硅

太阳能电池企业，计划在我区新上光伏

电池项目。12 月 5 日，在通威太阳能公

司董事长谢毅陪同下，徐龙波一行参观

了通威太阳能 S2车间，详细了解通威太

阳能电池片的生产工艺流程、产能和设

备使用情况，对车间高效的现场管理和

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给予了高度评

价。徐龙波表示，我区是中韩 （盐城）

产业园产城融合核心区，光电光伏产业

是我区的主导产业。我区将以最大的诚

意、最好的政策、最优的服务，坚定不

移支持通威项目在我区布局发展，共享

发展机遇，共创发展成果。谢毅表示，

对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发展十分看

好，将与我区开展全方位的务实合作，

加快项目投资布局，实现共赢发展。

6日上午，徐龙波一行前往中国亚洲

经济发展协会拜访考察，受到陈军常务

副会长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合作推进中

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进行深度交流。

徐龙波表示，当前，我区全面启动实施

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方案，加强对

韩开放合作是我区坚定不移的战略取

向。诚请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帮助我

们宣传推介，为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

设牵线搭桥、提供支持。陈军表示，中

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已与盐城经开区建

立起良好的合作和互信关系，下一步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组织会员企业到我

区参观考察，为扩大中韩 （盐城） 产业

园与韩国企业文化界的招商引资、交往

互动、合作交流做出积极贡献。会谈结

束后，陈军、徐龙波共同为中韩 （盐

城）产业园驻北京联络处揭牌。

6日下午，徐龙波一行来到大唐半导

体设计有限公司考察，与公司总经理王

衍斌就合作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深度交

流。徐龙波说，我区正在全力打造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新高地，高度重视与大唐

半导体公司的项目合作，全力支持、全

心服务、全程帮办项目加快建设、投产达效。王衍斌感谢区党

工委、管委会对大唐半导体项目的关心支持，表示将进一步聚

合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助力中韩

（盐城）产业园建设。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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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柏雯 通讯员 陈 林 成 芳） 区

“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来，盐城东方集团积极响应，整

合招商力量，加大“走出去、请进来”频次，瞄准长三

角和珠三角区域密集开展招商。

一个月以来，东方集团先后组织“走出去”登门招商

活动10余次，对接洽谈项目9个，涉及汽车减震器、微传

感器、电子科技、芯片、机电等诸多领域，其中2个项目

已具备签约落户条件。

下一步，东方集团将紧盯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等产业，力争实现产业化重大项目招引新突破；

结合集团已参与投资的 6 支基金，发挥建设漕河泾园

区、拥有上海 6.7 万平方米优质资产、建有中国盐城

（上海） 国际科创中心等优势，积极开展基金招商、园

区招商、资产招商，确保在完成全年 10 个项目任务的

基础上，力争再招引 2-3个项目；加大与华人运通、中

国电子等企业合作，围绕上下游配套企业，不断储备项

目信息，寻求更多战略合作机遇，全力推进集团高质量

发展。

东方集团

整合招商力量 加大出击频次
世纪新城集团

唱响招商主旋律 打好百日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徐维华）全区“百日招商行动”开

展以来，世纪新城集团围绕“增强造血功能，培育发

展后劲”的工作定位，整合资源，汇聚要素，唱响招

商引资主旋律，打好百日招商攻坚战。

一个多月来，世纪新城集团随市、区参加各类招

商活动8场次，拜访接待客商30多批次，洽谈项目30
个； 重点跟踪项目5个，分别是汽车综合体、国际社

区、芯片设计研发、韩国化妆品、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通关项目等； 新签约感知融合自动驾驶车道和星迹视

觉2个项目。

下一步，世纪新城集团将紧盯百日招商目标任

务，进一步突出接轨上海，确保上海分公司12月份正

式运营，打造驻沪招商桥头堡；加大对韩招商力度，

围绕韩风国际名城，大力招引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

项目；充分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合作、共同开发等业

务模式展开洽谈，重点对接5G手机滤波器、电磁屏蔽

材料、商住地产、电影院线等项目。与此同时，大力

推动在谈项目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城街道

强化精准招商 务求攻坚实效
本报讯（记者 袁 帆）全区“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

来，新城街道紧扣目标精准发力，全面实施全员招商，

推动招商项目新突破。

积极响应，精心组织强推进。成立新城街道招商引

资指挥部，下设一办四组五个招商引资团队，壮大队伍

抓招商，聚焦专业抓创新，全力以赴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坚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实现双

赢”的原则，主动对接园区、国企，街道招商指挥部成

员先后拜访韩资园、东方公司，就招商合作、企业服

务、项目服务等方面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商讨合作事

宜，打造共赢平台。

快速出击，精准招商谋实效。11月12日至16日，街

道相关负责同志奔赴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拜访上

海正丰阀业集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创王光电等

公司；11月24日至28日，街道主要负责人带队赴深圳拜

访了德润赛尔光电、江苏贝尔照明电器、深圳兴振华电

子等公司。通过深入洽谈对接，跟踪梳理10余家企业相

关信息，目前已有 5家意向相对明确的新洽谈项目，街

道正在全力跟踪对接，近期有望签约2个项目。

持续发力，积极奋进求突破。下一步，新城街道将紧

扣“以商招商，以情招商，全员招商”的工作主线，跟踪

服务好在手项目，持续深化与园区载体的合作。深入挖掘

招商信息，整合调动资源力量，形成边对接、边跟踪、边

落户、边进行信息滚动对接落实的良好机制。积极调整发

展思路，细化综合治税、存量盘活等工作安排，奋战“百

日招商行动”，全面拉开街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步凤镇

精心谋划部署 发动全员参与
本报讯（严凯发） 区“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

来，步凤镇围绕“扩增量、增后劲、促发展”的工作

定位，认真谋划，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员参与。

坚持目标导向，精心组织“百日招商行动”。 召开

全镇动员大会，制定《步凤镇“百日招商行动”任务分

解表》，人人参与招商、人人落实任务。 梳理步凤籍在

外人士信息131条，挖掘人脉资源，搜集有价值项目信

息5条。明确4名镇班子成员对接区四个产业园区，承

接汽车零部件、光电光伏、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配套

产业项目。 组建3支招商小分队，分赴上海、浙江、苏

州等地开展敲门招商，新洽谈项目 5个，涉及光学薄

膜、仪表器材、高科技农业等领域。以速效财源项目为

重点，加大建筑业和煤炭贸易两个在谈项目的跟踪力

度，近期有望签约1个。

坚持创优环境，打造产业配套集聚区。高起点规

划“开发区产业配套集聚区”，优化提升工业园区规

划，启动6幢2万平米标准厂房和企业综合服务中心规

划、设计工作，同步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不断提升项

目承载力和招商吸引力。 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

及时准确掌握企业土地、资金、用工、审批等需求，

优化服务配套，新注册项目1个，电子保护膜、大捷实

业汽配二期等项目年内有望开工建设。

加快打造科技标杆园区
戴荣江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调研时要求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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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招商行动百日招商行动

我区细化分解中韩（盐城）
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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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智慧农业简称智慧农业））创建于创建于19451945年年，，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批专业研制动力装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批专业研制动力装

备的企业备的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中国内燃机工业八大上市公司中国内燃机工业八大上市公司、、行业内首批上市公司之一行业内首批上市公司之一。。主导产品包括单主导产品包括单、、多缸柴油机多缸柴油机、、通用汽油机及相关农业终通用汽油机及相关农业终

端装备产品端装备产品，，覆盖动力装备覆盖动力装备、、农机装备农机装备、、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零部件研制零部件研制，，是兼营矿业与国际贸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兼营矿业与国际贸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今年今年11--1111月份开票销售达月份开票销售达33..7373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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