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港区的天更蓝尧水更绿尧土更净遥 持
续推进野263冶专项行动袁落实野六个百分百冶
扬尘管控措施袁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8%以
上曰 投资 350 万疏浚河道 25 千米遥 投入
4600 万元新增污水管网 26 公里袁 对运料
河水质进行达标改造曰 持续推进养殖尾水
达标排放管理工作袁 开展池塘生态化改造
10000 亩曰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尧转
移等管理制度袁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遥 让港区的百姓有好收入尧好生活尧好
环境遥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 16 次袁建立青
年就业基地 3 家遥推动中车尧光明等企业和
职业培训机构合作袁 全年新增就业创业
1680 人曰投资 2620 万元袁新建标准化农贸
市场一座遥实施建设路改造工程袁打造公共
休闲尧 口袋公园多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景观
廊道 1.5 公里袁新建 400 米健康塑胶跑道袁
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遥 始终坚持 野党政同
责尧一岗双责冶不动摇袁对安全防范野全覆
盖冶袁对安全隐患野过筛子冶袁对问题整治野求

实效冶袁坚决防范和遏制较大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遥 坚持野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冶治理
机制袁做好矛盾隐患排查工作袁确保社会治
理安全有效遥让港区的农业有奔头尧农民有
盼头尧农村有看头遥 致力打造有产业尧有特
色尧有内涵的美丽乡村遥以健康产业园为依
托袁整合区内 10 家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袁打造省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曰射阳港
现代水产种业产业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袁
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袁 打造种质资源中
心尧技术交流中心等平台袁创成市级农业示
范园区曰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袁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 2 个遥依托名品
石材交易中心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袁 整合
港口尧森林公园尧风光能源以及黄金
海岸等特色资源袁 打造沿海
湿地旅游精品线路袁把港
区变成射阳的野东花园冶袁
变成人们心向往之
的野康养福地冶遥

实施野民生幸福冶升级行动

建设宜居宜业家园袁开创协调发展的新境界

厚植产业优势袁加快把产业的竞争力树起来遥
围绕产业链尧绘制招商图尧建立信息库尧拟定计划
表袁既加快龙头型企业和旗舰型项目的引进袁也注
重产业链尧供应链尧资本链尧创新链尧人才链野五链
招商冶曰既加快国际化企业和资本的招引袁也注重
央企和国内知名民企的集聚遥 持续做实做深风电
产业论坛尧中丹研讨会尧石材峰会等活动袁提高招
商工作的精准度和成功率遥 健康产业以野高端化尧
集群化尧生态化尧特色化冶为目标袁重点招引生物食
品尧海洋科技等优质项目袁覆盖农副产品深加工尧

肉制品尧冷链物流全领域袁全力打造大健康产业集
聚示范的样板遥 新材料产业以建筑新材料尧水处理
新材料为主袁启动膜科技产业园一期工程建设袁年
内落户立邦装饰新材料尧碳纤维新材料等引领性尧
标志性项目 12 个袁打造全国最大装配式新材料生
产基地尧最有影响力的水处理膜生产基地遥 厚植园
区基础袁加快把绿色和谐的牌子打出去遥 坚持基础
设施完善和综合服务配套并举袁实行野一张图冶规
划尧野一盘棋冶建设尧野一体化冶发展遥 规划投入 8 亿
元袁实施 36 个基础设施类项目袁重点推进南部园

区污水管网尧北部园区供热管网建设曰突出三项清
理袁帮助大北农盘活汪氏管材袁年内新增开票 2 亿
元袁引导东辉新材料尧禾润再生资源重组改造袁督
促钱江石业提高产出效益遥 厚植科技创新袁加快把
高质量发展动能释放出来遥 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
育计划袁 推进规上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期稳定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袁发明专利覆盖面达到 50%袁新
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 家尧 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0 家遥 实施创新平台建设计划袁新建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尧工程研究中心各 1 家袁推进 50豫以上企
业新上生产设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遥 实施人才智
力支撑计划袁 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和高端专业人才
20 人以上袁 集聚一批急需紧缺人才和顶尖人才团
队遥

实施野产业载体冶攻坚行动

奋力推进项目建设袁培育转型与创新的新动能

以风电名城为目标袁 推动风电产业链式发
展遥 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的精准性袁瞄准世界 500
强尧大型央企以及行业领军企业袁招引产业配套
和关联带动效应强尧集聚和引领能力强的优质项
目袁签约中车二期尧保利泰克尧东方电气等龙头项
目袁持续跟进永冠铸造尧德脉电控系统尧开天减速
器等补链项目遥 筹办 2021 射阳风电产业发展论
坛袁形成集聚要素的野强磁场冶袁着力招引主轴承尧
电机尧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企业袁全面构建覆
盖产业链上下游的新能源产业体系遥以一类口岸

为动力袁打造风电产业装备港遥 以国家一类开放
口岸验收为契机袁深度拓展野风电装备产业港冶建
设内涵袁开工建设大件码头尧1500 亩后方堆场工
程袁形成布局合理的风电专业化港口曰围绕野前港
后产冶布局袁全面开工建设通港路袁年内贯通港尧
城尧园袁实现产尧储尧运一条龙曰建成运营 10000 平
方米的公用保税仓库袁 力争年内落户 2要3 家物
流企业曰推进装备设施尧资源调度等相关领域的
智能化袁通过智慧运输尧仓储尧配送带动物流环节
应用的整体提升遥 以合力服务为追求袁构建现代

产业服务体系遥 与中国华能尧远景能源合作袁共同
打造海上风电工程综合服务中心袁 提升运维效
率曰与清华能源物联网学院尧西门子产业研究院
等大院大所深度合作袁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和产业
创新平台 2 个以上袁安排优秀人员到盐城工学院
新能源学院参加脱产培训袁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遥 完善 500KV 输配电等电力系统建设袁打通
海上风电消纳通道遥 全面开工建设能源物联网小
镇袁同时推进智慧能源展示中心尧能源物联网示
范中心等综合服务区建设袁以优惠的政策引进金
融尧文化尧娱乐等各类经营主体入驻袁打造集商务
服务尧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体遥

实施野风电新城冶提速行动

放大外通内联优势袁增创转型与创新的新优势

以民为本袁用初心锻造出富有温度的幸福港区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遥 投入 3000 万元袁建成农水路尧金海桥等一批农路农
桥袁创建野四好农路冶30 公里遥 投入 390 万元实施 92 公里供水三级管网工程袁
基层群众首批吃上长江水遥 投入 717 万元建成集镇污水管网 4.5 公里遥 投资
947 万元建成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尧农牧公司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养殖二
公司文化用房等遥 民生事业跨步向前遥 野一全员四托底冶纵深推进袁常住老人
体检率达 100%遥 新增就业 3974 人袁扶持创业 560 人袁先后有 16 名退役军人

被本区企业录用遥 建成港海足球场遥 20 户
急难尧患大病的困难家庭精准脱贫遥 生态

生产协调发展遥 绿化造林面积达到 1.6
万亩袁 金海林场创成省级森林公园遥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尧粪污治理率均达 100%袁农
药使用总量零增长遥 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 100%遥 安全生产

工作连续 4 年被县安委会评为野安
全生产优秀单位冶袁 在全市安全机构

履责评级中获评 A 等级镇渊区冤遥

8 射阳港
202员年 员月 6日 编辑院张伟 组版院刘雪云

星期三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加速迈向港海经济“深蓝时代”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全体干群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围
绕新能源尧新材料尧大健康三大产业袁一张蓝图尧一绘到底袁实现了发展的
凤凰涅槃尧行稳致远遥

聚焦发展袁用拼搏成就出生机勃勃的活力港区

地标项目节节拔高遥 落户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6 个袁集中了华能尧中车尧艾
尔姆等世界 500 强企业 7 家袁远景能源尧光明银宝等国内 500 强企业 10 家遥其
中开票销售超亿元工业企业 12 家尧销售超 20 亿元企业 4 家袁入库税收超千万
元工业企业 11 家袁分别比野十二五冶末增加 10 家尧3 家尧10 家遥龙头企业蓬勃兴
起遥远景能源蝉联全市工业五星袁税收达 4.1 亿元曰长风海工税收 1.08 亿元袁跻
身全市野亿元冶俱乐部遥 新能源尧新材料尧大健康三大产业税收分别比野十二五冶
末增长 15102%尧980%尧429%遥经济指标裂变增长遥2020 年实现全口径开票销售
162.9 亿元尧规上工业开票销售 131.1 亿元尧工业规上入库税收 8.02 亿元尧外资
到账 4600 万美元尧外贸总额 11000 万美元尧一般预算收入 4.48 亿元袁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00.4 亿元尧工业投资 94.8 亿元袁分别比野十二五冶末增长 203.5%尧
230%尧166%尧206%尧2100%尧348 %尧151.8%尧180.1%遥

接续奋斗袁用汗水浇筑出日新月异的品质港区

勇争第一尧敢创唯一遥 获批省级经济开发区袁连续三年获评盐城市 野4A
级园区冶袁连续三年蝉联全县综合考核野先进奖冶袁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县第一曰
射阳港获批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尧省级示范物流园尧公共型保税仓库遥从无到有尧
由弱到强遥实现了 5 个从无到有院千万元税收企业从无到 10 家尧五星级企业从
无到 2 家尧超 10 亿元开票企业从无到 4 家尧省级研发中心从无到 1 家尧国家高
企从无到 10 家遥实现了 2 个由弱变强袁省级品牌从 1 块到 6 块院知识产权试点
园区尧科技孵化器尧创业型园区尧科技创业和发展创新特色园区尧双创示范园
区尧优质服务单位曰发明专利从 6 件到 106 件遥 风电新城尧快速崛起遥 海上风电
产业新城构建起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尧海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袁正打造远景能源
等百亿级企业 2 家尧天顺风能等 50 亿企业 3 家尧长风海工等 20 亿企业 5 家袁
集聚一批超 10 亿元企业袁建成一批百亿级企业袁打造成千亿级园区遥

围绕省市委全会精神袁按照县党代会尧县野两会冶
要求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确定野十四五冶发展目标院打
造千亿级园区尧建设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尧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达千亿元遥 五年目标看头年袁全区干群拿
出野争表率冶的担当尧野争示范冶的气魄尧野走前列冶的决
心袁矢志在奋进中交出野风电名城冶优异答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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