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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完成首例农业与工业用水水权交易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辅工、工哺农”良性循环

本报讯（记者 李慧 通讯员 高剑民
邢彦婷 ） 昨日，市开发区胜利水库坝
下的泵房内，抽水泵不停作响，水通过
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连云港鑫能污泥
发电有限公司相关车间。“在完成水权
交易后， 我们公司将这部分水用于循
环流化床锅炉掺烧污泥建设项目，解
决了公司工业用水不足的问题。”连
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正东说。

日前， 市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
处和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在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统筹协调
下，依据《江苏省水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定，签订了20万立
方米的年取水交易， 这标志着我市

首例农业与工业用水水权交易顺利
完成。

市开发区中云街道于2020年办
理取水许可证， 核定年取水总量96.6
万立方米用于农田灌溉， 因经济发
展，片区农业种植面积减少、种植结
构变化， 年节余水量约为25万立方
米。“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
通过水权交易，既解决了企业生产用
水需求，又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
率。同时，水权交易资金可以用来进
行农田灌溉节水改造和渠道管护提
升，实现‘农辅工、工哺农’的良性循
环。” 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
人齐振龙介绍。

近年来，市水利部门积极探索水

权制度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
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安全利
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此次水权
交易协议的签订，是我市在水权市场
化运作模式上的一次积极实践，是
水资源配置管理由单纯的行政管
理向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的一次
转变， 提高了水资源配置效率，实
现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 市水

利局局长颜建介绍 ， “我们还将积
极探索不同主体、 类型和模式的水
权交易， 在严格控制用水总量的前
提下 ，为区域间 、流域间 、行业间 、
用户间水资源流转需求提供一条灵
活便捷的通道， 将水权交易作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保护补偿的
重要手段， 助力我市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海州区疫情防控通告
（2022年第34号）

2022年11月22日0-24时，我
区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1
例，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 已转运至市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 新增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30例， 已转运至市定点医
疗机构隔离医学管理。

经流调， 新增确诊病例及无
症状感染者11月15日以来活动轨
迹涉及重点区域、场所如下：

海州区：新坝镇新坝村新安
家园小区“童装”门面房，新坝镇
农贸市场，新坝镇大穆村295号，
新坝镇大屯村123号， 新坝镇大
屯村243号， 新坝镇普安村前潘
32号，中润发超市（新坝镇新北

路186号），新坝镇新西村隆晟小
区002号， 海州区南极南路64号
楼一单元，新坝镇新东村3-2，江
山花园7号楼一单元， 沈圩桥农
贸市场， 碧桂园小区7号楼二单
元。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与上述
时间段、 地点存在轨迹交叉的人
员，请立即主动向所在村（社区）报
备，配合落实流调排查、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等措施。 对隐瞒不报、造
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海州区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处置指挥部
2022年11月23日

近 日 ， 赣
榆高新区一家
企业工作人员
在 岗 位 上 忙
碌。连日来，我
市在做好疫情
防控、 保安全
的同时， 全力
以赴抓生产搞
建设， 全力推
进经济发展。

记者 张泽瑞
通讯员 司伟

王攀明
摄影报道

诚信经营擦亮燎原玻璃品牌

某房地产项目中空玻璃窗产
品订购意向基本谈妥， 对方却提
出可否考虑使用非标材料，以便
为项目增加更多利润空间。“这
批货的总价可以再让点利 ，但
玻璃产品质量真不能打折。”面
对客户的不合理要求， 市燎原
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明伟毫
不退让，“产品一经售出，就代表
企业形象。要是未来小区业主使
用玻璃窗中出现起雾或漏气，损
失的或许是他们， 但蒙羞的却是
我们。”

昨日，谈起此前企业经营中
的这件事，李明伟仍有些激动。那
个货值数百万元的产品最终保质
保量交付， 其真空玻璃制品至
今仍正常使用， 海州区陇海路
两个小区居民普遍受益， 那家
开发商也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口

碑， 燎原玻璃与开发商的合作
也在持续， 并于其后步入了良
性循环， 燎原玻璃发展也步入
了快车道。

市燎原玻璃有限公司位于
市开发区宋跳工业区， 只是一
个成立十几年的中型企业 ，却
因诚信经营在我市建筑行业打
出了名气。

“无信不立， 无诚不久。”李
明伟和企业一班人一直相信这
一点。正是凭着诚信经营，燎原
公司的中空玻璃和钢化玻璃制
品先后“走上”了赣榆火车站和
BRT站台等港城知名建筑， 成为
港城及周边城市众多建筑项目
的抢手货。

南北结对帮扶将在港城盛开产业之花
（上接一版）

提升园区服务能力
增强人才聚集引力

《方案》指出，将提高园区规划水平，强化
规划刚性约束，高效有序引导园区招商、建设
和设施配套。引导无锡公共服务机构在当地开
展帮扶合作，推动连云港优质公共服务向园区
延伸，为各类人才、企业员工提供子女入学、医
疗保险等综合服务。

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卢山认为， 打造
高质量的园区关键是规划先行。高标准、高起点、
高水平的规划对于无锡连云港工业园区建设非
常重要， 只有以大发展格局建设的园区才能更
好地构建城市新增长极。要优选入园项目，为园
区健康发展留足空间。要坚持目标引领，锚定发
展目标，保持发展定力，逐步完善园区的框架和
基础设施， 让这里成为连云港高质量园区经济
的样板。要提供优质的园区公共服务，让更多企
业、人才在这里集聚。

拓展开放合作空间
放大开放平台效能

《方案》指出，要努力形成开放发展新优
势。放大两市开放平台效能，鼓励两市借助各
自的开放平台开展合作。

具体来看，主要聚焦在这些方面：将推进
园区在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
区建立开放窗口，探索交付在片区、生产在园
区的协作模式。 积极复制推广自贸区制度创
新成果，积极争取通关模式改革试点。建立重
点开放平台与园区的协同协作机制， 畅通企
业海外发展渠道。策应连云港“一带一路”交
汇点战略支点，积极开展“丝路电商”行动。抢
抓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省建设
机遇，积极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电子信息
等产业。推进外资外贸提质增效，借助无锡境
外园区、跨境电商、海外仓等资源优势，研究
和争取对园区研发业务所需进口料件试点保
税监管政策。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改革经验在此集成

《方案》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
准，将两市“放管服”改革经验在园区集成落
地，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吸引更多优
质企业投资。 落实涉企政策公平竞争审查机
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经营，营造诚实、自
律、守信、互信的创新创业环境。

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振意介绍：“按照高质
量发展导向，市里将明确支持政策措施，优化
资源要素保障，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积极探索
南北共建园区高质量发展路径，努力建成江苏
沿海地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高地。”未来，两市
将在园区联合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围绕企业开
办、不动产登记、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等领域，实
施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建立高效的项目会办机
制、重点企业联络专员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扎实推进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持续清
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

做法，依法依规联合建立企业信用状况和评级
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的关联融资授信机制。

推进绿色集约安全发展
多维度打造“无废园区”

《方案》指出，将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推进绿色低碳园区建设，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葛延波介绍，将严格
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及时推进规划环评、项目
能评环评工作，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监控和监管
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园区污染物排放总体管控
机制，探索建立“无废园区”。严守环境质量底
线，确保工业废水100%达标排放。积极推进尾
水湿地净化工程， 鼓励湿地出水资源化利用。
加强环境风险防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环
境风险防范能力。落实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污染防治原则，提升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能力。引导企业持续推进工艺改进、节能
提效、综合治理等措施，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水

平。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

构建合作共建体制机制
全面推动南北产业对接

《方案》指出，将健全园区管理体制，完善
园区开发运营机制，建立共建共享机制。

目前，两市合作已经在多领域展开。市工
信局三级调研员赵永生介绍，我市工信系统已
经组成了工作专班与无锡市工信部门围绕无
锡连云港两市产业链分工协作、 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沟通，并组织恒瑞医药等
企业前往无锡考察调研，努力推动两市工业产
业的全方位合作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还将
积极组织两市工业企业交流对接，加大双方企
业对接频次、规模和力度，结合两市产业发展
的特点和资源禀赋， 积极配合市商务部门，做
好产业招商工作，努力找准无锡市与我市产业
转移的结合点和我市产业承接的发力点，全面
推动南北产业对接取得实效。

（上接一版 ）调研中，邢正军
强调， 经过全市上下连续奋战，
我市疫情防控呈现趋稳向好态
势，并进入扫尾阶段，但国际国
内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外防输
入”压力明显增大，要上下同心，
咬紧牙关，动态研判，精准施策，

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严密筑
牢外防输入防线。 要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民生发展， 更加积极主
动服务经济复苏，强化要素保障，
切实做到稳经济、 惠民生、 保安
全、促发展，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