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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启东，动辄一二百万元的
房价除了“土豪任性”可以一次性付清，相
信不少人买房还是寄希望于向银行贷款。
昨天，记者走访市区各家银行获悉，目前
二手房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15%已经是
普遍现象。

自去年以来，我市各家银行首套房贷
款利率出现普涨。记者调查了解到，去年
4月份的时候，市内各家银行房贷利率还
有9折甚至8.5折的优惠，但是到了去年6
月份优惠全部取消。“现在首套房贷利率
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到15%，二
套房贷利率则上浮15%到20%。”昨天，
市区一家房产中介负责人告诉记者。

多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

家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0%～15%，
二套房贷利率上浮15%～20%，具体利
率要看贷款人的征信情况等。中国银行首
套房贷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5%、二套房上浮20%；工商银行首套房
上浮15%、二套房上浮20%；交通银行首
套房上浮10%~15%，二套房上浮20%；
江苏银行首套房上浮20%，二套房上浮
30%……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目前
二手房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15%已经是
普遍现象。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房贷利
率起涨始于2017年初。尤其是去年5月
份以来，房贷利率持续上浮。

受贷款成本增加的影响，多家银行表
示，房贷业务增速有所放缓，部分银行房

贷出现萎缩。记者就启东房地产热线查询
交易数据，进行了简单对比。2017年1~2
月份，我市共交易房产7003套，今年同期
的数据为5292套。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
份对比数据只是说明了我市市面上可交
易的房产数量变少。

一家房产中介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目
前行情，以市区一套120平米左右的二手
房为例，总价约为200万元。如果首付三
成，购房者需贷款140万元。按照30年等
额本息还款方式，按基准利率计算，本息
合计约267万元，月供约7430元；利率上
浮 15%，本息合计 290多万元，月供约
8068元。30年下来，利息要多支出20多
万元。当然，二手房买卖在实际操作中贷

不到这么多钱，首付也就需要更多。
房贷利率上浮15%，也就是4.9%×

(1+15%)=5.635%，远超定存收益。综观各
家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也少有超过5%
的。贷款利率上浮，让不少购房者觉得“压
力山大”，于是有还款能力的购房者，便希
望提前一次性把房贷还清。银行理财师提
醒购房者，如果贷款人采用的是等额本金
还款方式，即借款人每月以相等的金额偿
还本金，而利息逐月随着本金的减少递减，
这种方式提前还贷较为划算；如果购房者
采用等额本息方式，那么到了还款后期，实
际上利息已经逐步减少，贷款人主要归还
的是本金，对此不建议提前还贷。

（王天威）

本报讯 3月19日上午，江苏德威
涂料有限公司油性车间和水性车间一
片忙碌。在74.79亩的土地上，德威涂
料去年实现应税销售16.9亿元，实现税
收1.29亿元，亩均应税销售和税收分别
高达2257.42万元和172.28万元。

德威涂料是滨江精细化工园的一家
老企业。2016年初，企业自主研发了新型
水性涂料，当年10月，总投资2亿元的德
威二期工程正式落户园区，主打生产水性
涂料。该涂料以完美的外观、卓越的防腐
性能，一经投产，就成了抢手货。“我们虽然
涉及的只是小众商品，但在这个领域里绝
对是数一数二的。”企业老总杨发明自豪
地说。德威涂料拥有17项实用新型和发明
专利，成为世界新造集装箱行业最大水性
漆供应商之一。今年1~2月份，企业实现
应税销售4.92亿元，增幅达564.6%。

韩华新能源是我市工业企业向高端
攀升的一个典范。2016年，韩华新能源斥
资数亿元，把7号、8号两个车间改造为
组件全自动化生产车间，从串焊机、玻璃
移载机到装框机、组件自动搬运机等，所
有环节都采用了先进的智能设备。改造
后的7、8号两个车间的年产能分别达到
了700MW、500MW，公司每班次的生
产人员减少了七成，年节省人工费用约
1000万元。韩华新能源去年亩均应税销
售和税收分别为1471.99万元和65.81万
元。今年1~2月份企业实现应税销售8.8
亿元，增幅为20.1%。

传统制造业如何在日益稀缺的土地
上实现最大产出，我市重点企业不断向
行业的高端攀升、做大做强。“凤凰涅
槃，蜕变新生，往往需要企业专注于一
个行业，几十年如一日，并通过科技创

新、技改投入、精耕细作等途径，使得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向高端攀升的过程中，
我市涌现出了一批亩均产出极高的企
业。去年，我市50强重点企业实现税收收
入24.46亿元，同比增长22.2%，15家工
业企业亩均税收超55万元。

“企业要向高端攀升，做精做优最重
要。”这是众多企业的共识。江苏东成电
动工具有限公司围绕产品效率、质量、寿
命等关键指标，全力突破外观设计、零部
件质量、整机可靠性等关键技术，持续提
高产品质量，将“小五
金”做成大产业，产品
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去年企业亩均销售
和税收达到1714.11万
元和117.12万元。拜耳

医药启东公司多年来一直专注做优医药
产品，该公司生产的“白加黑”、“达喜”等
主打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去年亩均
税收达到328.79万元。今年1~2月，企业
实现应税销售1.9亿元，增幅为21.8%。

今年，我市强化“亩产论英雄”导向，
研究制定百强工业企业排名升位竞赛活
动考核办法。坚持“腾笼换凤”和“筑巢引
凤”并举，重点抓好海工及重装备、生物医
药两大主导产业，制订出台“1521”工业大
企业培育实施方案，促进大型骨干企业壮
大规模，增强实力。 （钱爱仁 朱晓霞）

国土资源工作确立新导向

“重保优供”
服务发展需求

本报讯 从3月17日召开的全市国土资源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市国土局将按照“重保优供”的原
则，全面保障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用地需求。

国土局将按照“重保优供”的原则，以支撑实体
经济、服务创新发展为导向，将土地投放与产业质
量、项目体量、科技含量、环境容量等相挂钩。优先保
障省级以上重大项目用地，全力支持重大基础设施、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的发展
需求，全力促进“三去一降一补”，发挥土地要素在调
控用地结构、提升发展质态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国土局将建立重大项目跟踪服务保障机
制，对符合申报省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重点基础设
施项目的，指导鼓励其积极向上申报省级以上专项
指标支持。对列入重大项目投资计划的项目，尽快完
成手续办理，按要求尽早申报相关材料，确保项目用
地得到有效保障。 （范存娟 丁一）

让英雄流血不流泪

见义勇为人员
保障更全面
本报讯 记者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第二届理事

会第三次会议上获悉，2017年，该基金会共表彰奖励
见义勇为人员33人，颁发奖金、抚恤金、慰问金38.98
万元，组织全市性集中宣传6次，进一步营造弘扬见
义勇为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浓厚氛围。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自2010年成立以来，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逐步健全保障见义勇为群体的长效机
制，让英雄流血不流泪。去年5月组织所有见义勇
为人员到市体检中心参加体检，为英雄群体进行血
常规、心电图、彩超、胸透等项目检查。同时，还专
门组织8名首批获省市级称号的先进分子家属赴海
南疗养。

基金会每年都会开展一次春节慰问，对全市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按照户籍划分，由市基金会和所在
地工作站进行看望慰问。同时，开展困难慰问补助活
动，对见义勇为人员中因见义勇为而受伤、患大病、
家庭贫困的进行调查摸底，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
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 （李朱雳）

本报讯 3月19日上午8:30许，启
东经济开发区物业办督查员黄永昌对
锦绣A区进行例行巡查，在巡查到12
号楼附近时，发现一居民将手中的垃
圾袋随手丢在离垃圾桶四五米远处，
黄永昌当即对其进行耐心劝解，随后

这位居民主动捡起垃圾袋丢进了垃圾
桶，并盖好盖子。

启东经济开发区有12个安置小区。
这些小区安置了许多动迁户。原本习惯
了农村院落生活的居民，面对陌生的居
住环境和生活习惯有着诸多的不适应，
乱丢垃圾、小区绿地被改造成“菜园”、违
章搭建等问题时有发生。

自2017年6月起，开发区全面启动
安置小区环境整治行动，先后投入60万
元，对富源一村、富源二村、海洪小区等

12个安置小区的房前屋后、楼道、道路、
绿化带处等进行整治，并对部分居民的
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活动开展以来，动
用人员5000余人次，共清理牛皮癣、小
广告8000余处，清理垃圾3000多吨，拆
除违章建筑600多间，新增绿化27000平
方米。目前，开发区安置小区“脏、乱、差”
现象得到了改观。

为巩固环境整治成果，开发区成立
安置小区环境督查小组，对12个安置小
区进行不间断巡查。8名小区管理员、4

名开发区社区局巡查员每天对各小区的
环境卫生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汇总
上报，自查自纠。在此基础上，社区局
成立督察组，每周星期二、星期五定时
进行督查，对各小区的整体情况进行等
级评定，并且把发现的问题汇总后，召
开点评会，责任到人，及时整改，动态
评分。

善成三村北区71号楼下一车库出租
给外地人，承租人在车库前空地上乱堆
杂物并长期停放一辆僵尸车，周边居民
反响强烈并多次拨打12345热线。得知
该情况后，督查员黄永昌与居委会、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协调，耐心细致
地讲解创文要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
作，该承租户主动将僵尸车处理掉，并把
车库前堆放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

（范存娟 夏辉）

平安渔业创建结硕果

我市获评
全国示范县
本报讯 日前，农业部和国家安全总局联合公布

2016~2017年度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名单，我市名
列其中。江苏共有7个县（市）获此殊荣。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平安渔业创建工作，采取
扎实有效措施，层层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不断夯
实平安渔业建设基础，完善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
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规章制度，健全组织机构，保障
安全投入，加快渔船更新改造，加大渔船通讯设备和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经常性开展渔业安全宣传
教育培训，渔政严格文明执法，港监工作有序开展，
确保全市渔业生产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是从2010
年开始，由农业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发文组
织评选，分市级、省级和国家级三个等级，旨在提高
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促进现代渔业建设和安全
发展。 （黄燕鸣）

创新型企业培育树标杆

神通阀门入选
江苏百强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省
科技情报研究所发布“2017江苏省创新型企业100
强”名单。启东神通阀门榜上有名，列第26位。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
驱动产业升级，全力推进自主创新体系建设，近3年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9.2%，研发人员占职工
总数达27%，拥有有效授权专利249 项，其中发明专
利32 项，国际PCT 专利3 项，专利数列全国阀门行
业第一。拥有国家驰名商标1 件，省著名商标2 件。拥
有软件著作权4 项。“神通牌”、“STV”完成马德里国
际商标注册。公司建有江苏省核电阀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 、江苏省核电阀门重
点实验室 、江苏省特种阀门工程中心 、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平台。（黄燕鸣 胡轶忠）

3 月 20 日，参加江苏花木园林促进会
第二届苗木观摩供需对接会的与会代表，
组团来启参观苗木产业发展情况。160多名
苗木行家先后参观了我市奥林苗木园艺
场、高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和盐生植物园
等地，对启东苗木产业的科学规划、标准化
生产、规范化管理给予高度评价。

郁卫兵摄

我市各大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普涨15%

140万房贷约多付息20万元

启东经济开发区日巡查周督查实行常态化长效化管理

破解安置小区环境整治难题

“亩产论英雄”成启东制造新逻辑
我市15家工业企业亩均税收超55万元

苗木专家
齐聚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