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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助力高质量发展”

盛夏时节袁 走进兴桥镇红星工业园袁处
处都是繁忙景象院盐城金刚星精密锻造有限
公司门口袁几辆装满货物的大型卡车整装待
发曰 丝利得茧丝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袁一
台台排列整齐的设备正高速运转袁各种丝线
在机器间快速穿梭曰 跃成铝业项目建设现
场袁车辆来来回回袁施工人员埋头奋战噎噎

兴桥镇红星工业园规划面积 3800 亩袁
已建成 22.77万平方米标准厂房袁 主要以机
械电子尧高端纺织尧农产品加工尧新材料及节
能环保设备类产业为主遥近年来袁该镇以野高
标准尧高水平尧服务优冶为建设原则袁着力将
园区打造成年销售达 30亿元尧 税收达 4500
万元的中小企业创业园遥
紧盯项目建设 推动经济野加速度冶
近日袁 在园区跃成铝业项目建设现场袁

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主楼地基加固遥 野1号

生产楼尧2号厂房的施工已完成袁目前正在办
理 1号厂房尧2号办公楼及 2幢仓库的施工
许可遥 冶正在现场查看施工进度的项目负责
人徐祝青告诉记者遥

项目建设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最重要尧最
实在的抓手袁是转型发展尧创新发展的重中
之重遥今年以来袁该镇坚持野项目强镇冶理念袁
把区位优势尧载体优势尧政策优势最快速地
转化为发展优势袁以项目建设的有效突破推
动新一轮改革发展遥 野哨声冶吹响袁一场抢抓
大项目的野比赛冶在该镇激情上演遥

招商一线涌现野强动能冶袁野阵容冶空前强
大遥 该镇三套班子成员带队招商袁每月至少
组队外出两次以上袁 对接客商 4人次以上袁
重点跟踪长三角尧珠三角地带袁确保月月有
洽谈尧季季有落户遥年初以来袁该镇共搜集有
价值的项目信息近百条袁 接触客商 60多人
次袁 成功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个尧5000万元
以上项目 3个遥

在这场全面开花尧 你追我赶的竞赛中袁
一批效益好尧质量高尧绿色化的好项目落地
园区袁确保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遥
畅通引智渠道 释放创新野强磁场冶
人才是产业兴旺之本遥 园区内袁盐城金

刚星精密锻造有限公司与上海大学科技发
展研究院甄强教授签订合作协议袁 甄强教
授正式出任该公司技术副总曰 丝利得茧丝
绸有限公司与苏州大学技术合作袁 投入上
百万元袁建立研究生工作站曰春蕾麦芽有限
公司与江南大学尧 扬州大学等院校建立产
学研合作关系袁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噎噎

兴桥镇多措并举打造高端技能人才发
展的优良环境袁制定和出台人才引进政策袁
努力克服制约科技创新的人才野瓶颈冶遥 对
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每人提供 30-50万元
的创新创业资金袁安排人才公寓袁并帮助解
决家属工作尧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袁真正将
园区打造成各种知识尧技术尧经济等发展要
素资源聚集的平台遥 加强产研合作野请来冶
人才遥 该镇鼓励企业进一步野走出去尧请进
来冶袁进一步扩大研学课题袁不断提升产品
科技含量遥 园区每年积极组织产学研专项
活动 2场袁集中走访高校 5所以上袁确保签
约产学研合作项目 10项以上袁为园区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了强大野引擎冶遥
做优营商环境 打造发展野聚宝盆冶
工业强则百业强袁工业兴则百业兴遥走

进园区袁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袁车辆

穿梭袁机器轰鸣袁工人忙碌袁时时都能触摸
到该镇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脉搏袁 处处都
能感受到项目迅速推进的浪潮噎噎

该园区积极响应县委尧 县政府关于开
展优化营商环境活动的号召袁 不断强化招
商尧优化管理尧创新服务尧做活园区袁坚持把
为企服务的质量作为考量机关作风尧 党员
干部能力的野试金石冶遥 野我们积极开展包保
形式服务项目袁全面推行耶一个项目尧一位
领导尧一套班子尧一抓到底爷的耶四个一爷工
作机制袁帮助业主提前谋划袁协助做好设备
订购尧人员招录和培训等服务工作遥实施问
题导向服务企业袁深入企业了解开票销售尧
入库税收尧市场前景尧技改扩能等情况袁及
时帮助企业扒排各类问题遥 推行政策扶持
助力发展袁出台贷款资金过桥和担保政策,
减轻企业流动资金压力袁 积极落实国家尧
省尧市尧县扶持政策袁大力推进园区标准化
厂房建设袁让耶创客爷实现耶拎包入驻爷遥 冶兴
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道遥仅今年上半年袁该
镇就总计服务工业项目 11 个袁完成竣工投
产项目 5个曰 为园区内企业开展就业培训
6次袁人数达 300多人遥

打造镇域经济“强引擎”
要要要兴桥镇红星工业园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施露 通讯员 刘颖

近年来袁 我县加快培植新能源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袁 大力推进以海
上风电为主导的新能源产业集聚袁
规划建设 野射阳国际海上风电产业
新城冶和野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港冶袁全
力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基地遥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袁 中车时代
新材料渊射阳冤风电叶片项目是我县
近期引进的又一重大项目袁 当前正
在有序推进遥

7月 9日一大早袁 位于射阳港
经济开发区的中车时代新材料 渊射
阳冤风电叶片项目建设现场袁阴雨天
气丝毫没有阻挡建设热情袁 数百名
工人依旧奋战在工作一线袁 各类机
械设备忙碌作业袁 运输车辆来回穿
梭遥

野目前袁一期项目正按照序时要
求加快建设袁1 号厂房完成钢构主
体安装袁正在喷防火涂料袁构造柱尧
压顶立模遥 2号厂房正在进行 6-20
轴排架搭设以及厂房檩条尧 柱间支
撑尧细杆吊装等工作遥 冶项目施工负
责人丁书山介绍道遥

该项目由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公司投资建设袁 总投资 20亿
元袁 分两期建设遥 一期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袁 新建厂房及附属用房
70000 平方米尧 材料及成品堆场
50000平方米袁 新上 8要12套风机
叶片生产线袁 购置 2套全自动机器
人打磨系统以及多套真空直注式灌
注系统尧 油漆辊涂烘烤系统尧 打磨除尘系统等生产设
备遥

拔地而起的厂房已初具雏形遥 野当前袁我们正在抢
晴天尧钻雨隙尧赶工期袁确保 11月份全面竣工遥 冶丁书山
说袁 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 施工方打足机
台尧上足人力袁加班加点加快建设速度遥

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中车
的新材料产业平台袁在全球多地设有生产基地袁实力雄
厚袁风电产业发展迅速袁国内排名前二袁是国内少数几
家具有独立自主研发体系的风电叶片企业袁 抗冰冻叶
片出口到瑞典尧俄罗斯尧韩国等国家遥 冶谈及中车叶片项
目落户袁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园招
商局副局长顾云龙说袁 该项目填补了我县新能源产业
链条中的风机叶片空白袁投产后将和远景能源的主机尧
长风海工的塔筒及导管架尧迈景的机舱罩等袁形成较为
完备的风机装备制造产业链遥

据了解袁二期正在同步规划设计袁预计明年开工建
设袁新建厂房及附属用房 90000平方米尧叶片研发及检
测中心 15000平方米尧材料及成品堆场 80000平方米遥
项目全部投产后袁 年可生产各类风机叶片 1200套袁年
可实现开票销售 35亿元尧税收 3.5亿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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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记者走进位于黄沙港
镇生态工业园区内的勤力热电有
限公司袁 远远就看到几名技术人
员在一条蓝色管网前监测设备运
行情况遥 野我们的热网管道已进入

试运行阶段袁目前情况良好袁能满足企业供热需求遥 冶刚刚见面袁公
司热网工程负责人缪国峰就自豪地告诉记者遥

江苏勤力热电黄沙港热网工程总投资超 3000万元袁主线及支
线全长约 8.7公里袁设计最大热负荷约 43.2万吨/年袁预计初期热
负荷约 7.5万吨/年袁远期约 15万吨/年遥 野黄沙港线冶从厂内已建
分汽缸接出袁途径海港路尧东方路尧西环路等路段袁末端分别向东和
向西沿海星路敷设袁主线管径从 DN200至 DN700袁支线管径分别
为 DN80及 DN150袁极大地保证了管道运输的科学性尧稳定性和
安全性遥

野按照县发改委的要求袁至 2019年 12月底袁在集中供热到达
生产区以后袁目前所有的小锅炉都要无条件关闭袁确保空气质量袁
守卫耶蓝天计划爷遥 冶黄沙港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新建的热网工
程沿着现有热用户进行设计袁离热用户的用气点非常近袁蒸汽质量
也优于国家标准袁能源使用率更高袁这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用气成
本遥
记者了解到袁与普通锅炉所制造的蒸汽相比袁勤力热电的蒸汽

不仅焓值更高袁而且没有污染袁不存在任何有害杂质遥除此以外袁该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均通过脱硫尧 脱硝尧 除尘等环保工
序袁排放的尾气达到国家超低排放标准遥

野该工程目前已经纳入供热的热用户有 11家袁其中不乏像优
和博尧怡美食品及海正塑料等优质用户遥冶缪国峰说袁随着下半年捕
鱼季的到来袁热用户会逐步增加袁后期供汽量将会有较大的增长遥

勤力热电

当好企业“热保姆”
本报记者 彭岭 通讯员 王荣

7月 13日上午袁记者来到盘湾镇振阳村采访遥 从
今年 5月份我县实施高速沿线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提升
工程以来袁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透过航拍的小飞机镜头袁 只见振阳村内一条清澈
的河流两侧整齐地排列着白墙红瓦的新式住宅袁 房前
屋后栽种着绿植袁好一幅美丽宜居新农村的画面遥 野以
前我们家的老房子又破又旧袁 墙体都是老式的泥灰砌
筑的袁一碰就掉渣袁遇上刮风下雨天还到处漏水遥 现在
可不一样了袁您看房子多漂亮浴 冶66岁的汪宽友是村里
的老住户了袁 他热情地向记者讲述近几年村里发生的
变化遥

野我们老两口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人袁没想到还能
遇上这样的好时候遥 冶汪宽友家共有五口人袁子女都在
外地工作袁原本以为只能守着几亩地凑合过日子袁政府
的改造提升工程让他家的老房子瞬间换了 野新面貌冶遥
野改造和搬迁不同袁我们主要是改造袁改造面积共 229
平方米袁才花 12000元遥现在这墙面多结实浴外墙都粉
刷过了袁 像新的一样遥 如今家里来个客人袁 特别有面
子浴 冶

同行的振阳村党总支书记陈景介绍道院野此次提升
改造工程主要是为切实改善沈海高速沿线村庄面貌袁
加快提升高速沿线农村人居环境遥作为试点村袁振阳村
共涉及四条中沟袁每条中沟约长 500米袁村庄农房 115
户袁总改造面积 40.6亩遥 自 5月正式启动提升改造工
程以来袁采用耶政府引导尧村居组织尧群众自改爷的模式袁
目前基本改造到位遥 像汪宽友户袁经过前期的核算尧排
查袁按照改造协议袁改造结束后袁能够享受农户改造补
助共计 6848元遥 冶
绿树环屋舍袁碧水绕村郭遥如今的振阳村处处皆是

好风光遥 野在改造时袁我们积极顺应群众意愿袁完善耶三
个爷基础配套遥 在改造村庄要道位置建一座休闲广场袁
让农户享受城里人的生活曰修一条水泥路袁树一道绿色
风景袁 在道路两侧栽植以月季花和桂花为主的花草树
木袁提升村庄品质袁真正让群众乐享安居浴冶陈景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遥

振阳村里风光好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丁正松

野妈妈袁你看我摘的桃子袁是不
是又大又红冶野慢点袁别把人家树枝
掰断啦浴冶7月 13日上午袁记者走进
合德镇兴隆村的夏家桃园袁刚迈进
园子就听得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遥

偌大的桃园里种满了桃树袁而此刻簇拥在枝头的桃子鲜嫩尧粉
红袁在翠绿的桃叶映衬下更加惹人怜爱遥野这是我们种植的油桃袁鲜
甜可口袁来采摘的游客都夸桃子口感好袁可以先尝后买浴 您也来尝
尝浴冶桃园主人孙德云边摘下枝头的一只油桃袁边热情地招呼记者遥
油桃经水简单洗涤袁更显鲜红靓丽袁品尝起来别具风味遥

野说到种植桃子袁我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遥 我们夏家桃园共 50
多亩地袁为培育出口感比较好的桃子袁特意引进徐州尧浙江等地特
优品种袁主要包括水蜜桃尧黄桃尧油桃等遥 加上今年光照比较充足袁
不仅对桃子的生长有利袁也让桃子口感更好遥 目前产量预计有 10
万斤袁销售期将一直持续到 9月底遥 冶孙德云和记者分享起种桃子
的心得袁野在摘桃子的时候最好选择红里透白的袁 大约八九分熟就
可以了袁 这样放在家里一时半刻也不会因为过熟加上来不及吃而
坏掉遥 冶
桃园里处处可见采摘的游客袁他们一手提着篮子袁一手忙着摘

桃袁其乐融融遥 野我们开了一小时车过来的袁听说这里桃子比较好
吃浴冶游客林女士就是从外地过来的袁她告诉记者袁正是因为夏家桃
园采用有机肥种植袁桃子的品种又比较多袁口感很好袁才吸引她们
从外地赶来遥

野正在打包的这批桃子是发往苏州的遥 桃子除了本地销售以
外袁还有的发往南京尧上海尧苏州等地遥 我们都是周边的农户袁因为
土地都已经流转了袁在这里打工很轻松一天就能挣到 100元浴 冶在
桃园门口袁正在将桃子打包装箱的农户李秀云兴奋地对记者说遥

夏家桃园采摘忙
本报记者 周蓉蓉 通讯员 韩珍梅

野去年以来袁我县 13个镇工业园区经济呈现总体平
稳尧稳中向好尧好中向优的态势遥 在镇园区等级创建中袁
被评为 5A 级园区尧4A 级园区尧3A 级园区的分别为 2
家尧6家尧5家遥 冶日前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
长王静在提及该科优化营商环境尧服务中小企业发展时
如是说遥 年初以来袁该科按照县委尧县政府的要求袁聚焦
主导产业袁着力提升经济运行质效袁主抓园区功能提升袁
服务中小企业发展袁增强工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协调
性遥

助力园区功能完善遥 年初以来袁该科深入贯彻落实
叶全市乡镇工业园区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曳袁
结合自身实际袁组织开展园区规划建设尧环境保护尧生产
要素优化整合和规范化管理五个方面的专项整治袁分四
个阶段完成推进工作遥对园区工作方案落实效果开展评
估袁对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总结遥同时袁立足全县企

业实际和产业发展趋势袁 大力推动小微企业高质量发
展袁 组织推荐各镇工业园区 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培育名单 40家遥
拓宽园区企业发展思路遥为提高我县中小企业战略

思维袁为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人才袁该科组织重点
规模企业参加 野新时代总裁商业思维培训班冶袁提升管
理水平和自身素质袁转变企业家发展思路遥 积极推动县
内企业野走出去冶袁提升地方品牌知名度袁组织沈氏食品尧
怡美食品等企业参加 2019 上海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
会遥组织省专精特新企业参加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袁了解行业内最新动态袁展示企业具有技术含
量的产品袁增进与同行企业的交流遥

做优中小企业运行监测遥该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野稳增长尧防风险冶的部署和要求袁及时了解新常态下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袁准确把握中小企业运行和发展中
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袁加强预警预测袁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遥 年初完成省运行监测企业新旧系统交换工作袁每
月对 60家中小企业各项指标进行监测尧报送遥

野下一阶段袁我们将进一步整合优化园区资源袁提升
园区载体建设水平袁优化招商模式袁加大项目服务力度袁
加快产业转型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遥冶王静在介绍工作重
点时说遥

加快园区功能配套 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要要要访县工信局中小企业科科长王静

本报记者 成杰

今年上半年袁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区共实现
规上企业开票销售 10.9亿元尧 全口径开票销
售 39.8亿元遥进入三季度以来袁该区盯紧年初
制定的各项任务目标袁强化招商引资袁聚力项
目推进袁优化为企服务袁迅速掀起大干当前的
工作热潮遥

上图为题桥智能纺织项目车间内袁工人正
在忙碌生产遥

左图为康平纳智能染整车间内袁技术人员
正在调试设备遥

彭岭 盛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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