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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保区二期标厂及仓库项目综保区二期标厂及仓库项目

综保区二期标厂及仓库项目位于盐城综综保区二期标厂及仓库项目位于盐城综

合保税区二期封关区内合保税区二期封关区内。。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88亿元亿元，，

总用地面积总用地面积3232万平方米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2525万平万平

方米方米，，其中标厂其中标厂1515..66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仓库仓库99..44万平万平

方米方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方始终坚持项目方始终坚持

““安全高效安全高效、、精细精致精细精致、、铸就品牌铸就品牌””的工作标的工作标

准准，，严格执行东方集团出台的各项制度严格执行东方集团出台的各项制度，，常常

态化开展每日专职巡查态化开展每日专职巡查、、每周督查抽检每周督查抽检，，全全

力以赴抢进度力以赴抢进度、、抓质量抓质量、、保安全保安全，，确保项目确保项目

稳步推进稳步推进。。

项目自去年项目自去年1010月份开工建设以来月份开工建设以来，，推进推进

快速快速，，进展顺利进展顺利，，工程竣工时间比合同工期工程竣工时间比合同工期

提前提前2020天左右天左右，，目前已完成验收目前已完成验收，，正在进行正在进行

工程扫尾工作工程扫尾工作，，景观绿化景观绿化、、路面浇筑同步施路面浇筑同步施

工中工中，，年底可投入使用年底可投入使用。。

工人在现场加紧施工工人在现场加紧施工

标厂内部标厂内部

项目鸟瞰图

本报讯（记者 尹丽珊 通讯员 季 超） 全球首个传

感融合计算协同道路试验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北汽巴

顿新能源越野车项目通过省发改委备案，建成后将形

成年产 5 万辆纯电动 SUV 汽车生产能力；西斯贝尔安

防、睿昕汽配、轨道装备等项目近期将集中签约……

“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突出

项目立区，聚力招商引资，助推企业运行，高质量发

展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全力争创未来发

展新优势。

站在岁末年终的重要节点，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一年发展，谋划明

年工作，将继续把推进“百日招商行动”作为明年工

作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之举，以“体制创新、项目

突破、能力提升、制度优化”为思路，奋力实现“项

目投入争第一、外资到账过亿元、接轨上海当先锋、

科技创新立标杆、整车项目双落地”的进位争先目标。

项目投入争第一。按照“一个重大项目、一名领

办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个推进计划”要求，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完成签约并注册工业项目 16 个，

工业开工项目 12个，工业竣工项目 7个。坚持“产业

链”招商，深化珠三角招商，主攻外向型、科技型、

巨人型、财源型重大项目，对接突破世界 500 强、国

内 20强、行业前 10强企业。以“建链、补链、壮链、

强链”为主线，围绕华人运通、北汽巴顿越野车产业

配套，重点跟踪HNC汽车部件、KW汽车等一批汽车

零部件、新能源汽车“三电”项目。

外资到账过亿元。绘制园区招商地图，坚持主攻

韩资、突破港台、发展欧美，开展驻点招商模式，定

期举办项目推介会，重点跟踪柔性面板设备、认证检

测、精密装置等韩资项目，全年外资到账 8000万美元

以上。

接轨上海当先锋。加强与上海临港集团的合作共

建，落实专门招商团队，常驻漕河泾对接产业转移，落

户一批产业项目。依托三个“上海地区引才工作站”，

加快引进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产业研发创新团队。

科技创新立标杆。借鉴上海临港产城融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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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科技标杆园区和新能源汽车科技城。

整车项目双落地。组建专门班子，靠前服务，特

事特办，推进华人运通、北汽新能源等整车项目完成

选址、加快建设、早日投产，迅速形成产业集聚。加

快开发超体智能架构和L4智能自动驾驶系统，全力打

造智能化、网联化、自动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制造示范

基地。

12月5日，悦达智能农装有限公司智能重型拖拉机量产首

台2404型拖拉机正式下线，标志着这款智能重型拖拉机具有了

批量交付国内外订单的能力。目前，该公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

订单30台，预计2019年产销达到250台，销售额达1.2亿元。

孙金泉 葛丰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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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柏雯） 12 月 11 日下午，美国

HIOSSEN医疗器械项目签约仪式在韩资工业园区邻里

中心举行，这是韩资工业园区“百日招商行动”的又一

成果。

该项目主要进行种植牙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预计 5年内销售 1.5亿元。目前，该项目外资到账

250万美元，正在进行装修前期准备等工作。项目落户

的背后，离不开招商人员的艰苦付出和努力。作为招引

该项目的招商团队负责人、韩资工业园区招商服务中心

主任李成连表示，要招得项目落户，就要主动出门，把

客商“请进来”。自“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来，李成

连团队咬定目标、主动出征、整合资源，多次赴北京、

上海、韩国等地开展小分队招商，主攻新能源汽车、电

子信息、大健康等重点产业。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

节点化，节点责任化”要求，团队全体人员以“谈成归

来，做成回家”的决心，通过以商引商、平台招商、基

金招商等多种方式，扎实开展招商工作，努力实现招商

新突破。

截至目前，李成连团队已签约注册美国HIOSSEN
医疗器械项目和PROSTER医疗器械项目，正在重点跟

踪韩国新能源汽车零配件、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研发中心

和国际医院等9个重点产业项目。李成连表示，下一步

团队将继续紧盯标杆性重大项目，不断储备项目信息，

寻求更多合作机遇，力争在“百日招商行动”期间再推

进 2到 3个项目落户园区，以只争朝夕、勇于拼搏的精

神，奋力跑出项目招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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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

百日招商攻坚突破 谋划来年进位争先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常巍栋招商团队

锲而不舍 项目不成誓不休
本报讯（记者 唐丽璇） 深圳纽斯汽车音响项目，

11月26日成功签约；北汽巴顿新能源汽车及汽车底盘

项目、睿昕风扇离合器项目、轨道装备项目，将于12月

18日集中签约……全区“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来，新

能源汽车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工作结出累累硕果。

这份优异成绩单的背后，是招商人员锲而不舍、

攻坚克难的执着和勇气。作为招引系列项目的招商团

队负责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招商处处长常巍栋告诉

记者，项目是追回来的，要招大引强，就必须做到走出

去寻项目，引进来谋发展。自“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

来，常巍栋团队持续向上对接争取，坚持产业招商、突

出外资招商、优化资源招商，先后赴上海、深圳、苏

州、韩国首尔等地开展系列招商活动，平均出差时间达

70%以上。为推动在手项目尽快落地，他们及时与项目

投资方加强沟通，多次登门拜访，项目招引工作取得突

破性进展。目前，常巍栋团队已完成签约项目1个，计

划签约项目3个，在手追踪项目10余个。

常巍栋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在高科技项目、重特

大项目和产业链项目上下功夫，紧密跟踪，推动一批

在手的项目尽快落地签约，力争项目招引再结硕果。

百日招商行动百日招商行动

综合保税区李春晖招商团队

真心实意 登门招商引项目
本报讯（记者 尹丽珊） 12月 12日上午，盐城综

合保税区招商处处长李春晖正带领团队与深圳市迪泰

尔科技有限公司洽谈合作项目具体事宜。落户我区的

迪泰尔显示屏项目于 12 月 5 日正式签约，总投资 1.5
亿元，租赁综保区二期厂房 1万平方米，目前正在办

理工商注册手续，厂房进入设计环节，计划明年 3月

份设备进场，先期引进 3条液晶显示屏生产线，主要

进行液晶显示屏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作为园区招商处处长的李春晖，牢固树立“项目

立区”意识，带领团队成员张春林、费东斌主动认领

任务，积极参加市、区相关招商活动，摸排项目信

息、拜访客商、洽谈项目。为提高招商工作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李春晖团队主动出击、登门招商，抱着

“项目谈不成不回家，项目不签约不回头”的决心，

几次辗转韩国、深圳、上海、苏州等地开展常态化驻

点招商。他们告诉记者：“‘百日招商行动’开展 40
多天来，在盐城的时间屈指可数。”目前，李春晖团

队签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个，重点跟踪亿元以上工

业制造业项目 3 个，包括总投资 10 亿美元的韩国

OLED照明项目和总投资5亿元的智能终端项目。

李春晖表示，下一步，将一手抓招商，一手抓建

设。紧盯上海、深圳、韩国等在谈项目，突出电子信

息和总部经济等重点领域，全力以赴在做全、做粗、

做长产业链条上下功夫，同时倾力当好“店小二”，

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推进以商招商。

光电产业园区孙泉招商团队

决胜会战 寻求招商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 袁 帆）全区“百日招商行动”开展以

来，光电产业园区积极响应，立即落实，全力推进，以决胜

会战的态势开展百日招商，安排多个招商团队奔赴韩国、

上海、深圳、苏州等重点招商地区招商，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光电产业园区孙泉团队已成功招引总投

资 1.2亿元的博阳智能装备项目和聚日光伏材料项目。

博阳智能装备项目于8月份签约，10月份完成公司注册，

预计 12月底建成投产。聚日光伏材料项目 9月份签约、

注册，目前已达到生产性服务业项目考核条件。

“百日招商行动”期间，该团队加大“走出去、请进来”

频次，主动出击，奔赴上海、苏州、常州等地驻点招商，围

绕光电光伏产业，以已落户的天合光能、阿特斯等龙头企

业开展“以商招商”，极力寻求项目信息并着力跟踪突破，

又新洽谈了设备投资超 1亿元的丽瀑光伏项目、亥博新

材料项目。其中亥博新材料项目已取得突破，目前已完

成协议洽谈，年内完成签约、注册。招商团队负责人孙泉

介绍，目前团队还在紧密跟踪突破捷威动力电池二期、晟

成光伏组件等 6个在手跟踪项目，其中总投资 15亿元的

捷威动力电池二期项目已基本完成协议洽谈，近期签约。

孙泉表示，团队今后在境外将积极开展对韩招商，充

分利用中韩（盐城）产业园的优势，争取在“百日招商行

动”期间取得外资项目的突破；境内将驻点上海，对接漕

河泾开展招商，着力突破一批外向型、科技型、巨人型、财

源型重大项目，为全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韩资工业园区李成连招商团队

主动出击 跑出招引“加速度”

□图片新闻

本报讯（记者 唐丽璇 通讯员 季 超） 12月

11 日，我区召开加快盐城“智路”项目推进

会。盐城“智路”项目是由华人运通与我区联

手打造的全球首个传感融合计算协同道路试验

项目，是国内首个按照 HOA (Human Oriented
Architecture) 超体智能架构打造的开放式道路试

验平台。该项目遵循“路端感知，云端决策，

车端控制”的设计思路，打造“智能云脑”，将

搭建车-路-云自动驾驶验证平台，可覆盖V2X
（车路协同）国标一期及二期要求，场景丰富程

度领先大部分国内同类项目。项目计划于年底

试运行，落地投产后将成为国内唯一一个基于

道路智慧化的自动驾驶实验开放示范区。

盐城“智路”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华人运

通跨出“三智”战略横向落地的关键一步，也

是我区构建智能化汽车产业新高地的重要举

措。自该项目启动建设以来，我区及各职能部

门主动作为，密切协同配合，成立了由区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从项目施工建

设、申报验收、宣传发布、交通对接、交巡对

接五个方面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具体责任，形

成工作合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目前，项目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以及道路

指示牌安装、苗木迁移、公交车改道、封闭测

试道路等相关手续的申请；感知融合自动驾驶

车道调度中心的装修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并进

入设备安装阶段；测试运营管理软件研发、指

挥中心和展示路段施工以及协调项目路段5G信

号全覆盖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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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俊中） 12月 12
日，盐城东方集团与中航证券公司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结束后，区管委会主任徐龙波在区

招商中心会见了中航证券公司董事

长王晓峰一行。

徐龙波对王晓峰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

情况。徐龙波说，我区汽车产业已

经形成主导，光电光伏产业初具规

模，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猛，是中

韩 （盐城） 产业园产城融合核心

区。当前，我区紧扣高质量发展和

“两海两绿”发展路径，全力强产

业、聚力抓创新、倾力优服务，不

断优化产业结构，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苏中

苏北前列。中航证券公司综合实力

强劲，希望双方在产业项目、金融

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开展

更深层次、更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孔大勇） 12月 11日上午，区党工委

书记戴荣江、管委会主任徐龙波，在区招商中心会见了

前来考察的协信集团投资发展部总经理韩峰一行，双方

就盐城车时光项目投资合作事宜深入洽谈。

戴荣江对韩峰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中韩（盐城）产业园建设情况。戴

荣江说，我区是中韩 （盐城） 产业园产城融合核心区，

拥有三个“国字号”金字招牌。当前，我们正按照市

委、市政府“开放沿海、接轨上海，绿色转型、绿色跨

越”的发展路径，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

列。期待与协信等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在科技、金

融、地产等领域，加强沟通对接，开展深度合作。希望

双方坚持科学规划、高端定位，在建筑风格、科技水

平、车文化内涵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努力把盐城车时

光项目打造成为中国沿海汽车商业的地标和样板。

徐龙波表示，协信集团有着丰富的科技金融资源和

显著的商业地产优势，与我区加快产城融合发展相一

致。我区将为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促进

双方合作共赢、互利互惠。

韩峰表示，盐城经开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

厚、资源优势突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

空间。我们希望搭乘中韩 （盐城） 产业园建设的快车，

加快融入经开区新一轮大发展，争取更多机会在更多领

域达成合作，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11日下午，戴荣江、徐龙波会见了中信正业副总裁何德

剑一行。区党工委副书记郑荣文参加会见。 (下转2版）

戴荣江徐龙波会见来区考察客商

盐
城
﹃
智
路
﹄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