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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理 马玉东

!百万标箱" 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持生

态优先$ 绿色发展# 着力构建现代港口物流富集效应

体系# 打造枢纽港$ 保税港$ 生态港$ 文化港% 凭借

海运与航线力量$ 江海河联运的物流节点优势与强劲

的市场需求# 打造 !枢纽港"& 凭借公共型保税物流中

心# 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功能平台# 打造 !保税港"&

凭借新型港口特征和规划优势# 构建港口生态和经营

生态# 放大码头$ 保税$ 仓储$ 贸易$ 冷链$ 信息化

'线上交易($ 结算$ 物流$ 供应链金融$ 政策配套$

办公与生活等为一体的 !生态链" 效应# 打造 !生态

港"& 凭借高质量发展现代物流的基本元素# 构建旅

游 $ 会展 $ 商务等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产业城 # 打造

!文化港"# 以此来持续增强如皋港的核心竞争力%

如皋港位于长江下游北岸黄金水道# 处在长三角地区核心位置%

!""#

年# 如皋港国家一类口岸开放%

港口规划获得交通部和江苏省政府批准& 港口物流发展规划获得江苏省经信委批准& 如皋港综合物流园

被江苏省发改委批准为江苏省现代服务业示范区%

!"$%

年
&

月# 如皋市政府出资成立如皋港集团# 专门从事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开发$ 投资$ 建设# 全

面实施了如皋港集装箱码头$ 大型件杂货公用码头$ 保税物流中心$ 货运物流中心$ 货物仓储中心$ 物

流总部经济等重大工程项目# 是实现港口物流转型发展与目标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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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如皋港集

装箱码头开港运营# 同年
$%

月
$)

日# 海关总署$ 财政部等国家四部委批准设立如皋港保税物流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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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进境粮食口岸批准设立% 近年来# 港口经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集装箱吞吐量持续

倍增# 保税物流中心业务蒸蒸日上# 在全省名列前茅%

+,-./0123456———连接世界各大
港口，中远海运、达飞、东方海外、长荣、太平、以星等
船公司相继进驻。与上海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通
了如皋港至上海洋山直达航线，又称为“皋申快航”。开
辟了如皋港至黄埔港、惠州港、泉州港、营口港沿海内贸
直达班轮航线，开通了如皋港至南京港、武汉港、重庆港
等长江中上游航班，开拓了盐城、淮安、宿迁等苏北地区
内河港口航线，形成了以如皋港为核心的江、海、河联运
枢纽。2017年，集装箱吞吐量 15.08万标箱、增长
131.4%。实现开港以来连年翻番。

+789:;</$ =! >? ———规划面积 525
亩，保税区内已建仓库 10万㎡，2016年 7月正式开关
运营，咖啡豆、红酒、润滑油、红木等进口商品业务全面
展开，2017年海关监管进出口货值超 10亿美元，占到全
省6家保税物流中心三分之二份额。

+,-@>ABCDE56———拥有 2个 5万
吨级泊位，腹地堆场面积 1000亩，可停靠 10万吨货轮。
配有2台 65吨岸桥和2台65吨门机。

+,-C;FG/$———规划面积 1200亩，已
建成通用仓库 18万㎡。目前粮食、红木、机电设备是仓
储主要商品。

+,-HIJKL%&———2017年，如皋港以
港口、保税、仓储、物流等资源为基础，开始为进口红
木、粮食提供“供应链 +金融”服务，目前服务商品不
断延伸，实现在国有公司控制下的公共载体和服务平台的
诚信综合保障。

+,-MNOPQR———沿江粮食、红木、棉花
仓储贸易落户如皋港，线上交易平台正在实施中，提升了
港口物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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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_`———如皋港集装箱码头与如皋港保税物流中心、
货物仓储中心连为一体，并且均同属一个市场主体、同属一个港区，海关统一监
管，范围距离仅为 1.5公里左右，物流速度快、运营效率高，运输、仓储成本优
势更为明显。

-a;<bcdefghi234%&———如皋港距离上海洋山港
280公里，是集装箱陆路运输转为水路运输的最佳成本点。

8ajklAmnopq r\st———如皋港码头深水贴岸、微冲不
淤，码头前沿水深一般都在 -15m以上，同时拥有长江内港池码头作为大码头的
配套，形成了大码头进、小码头出的港口便捷条件。

auv&wxyz{|———如皋海关、如皋海事等口岸查验单位在码
头、保税、物流园内设有报关报检大厅，通关效率高。

-a}~��hiZ�———如皋港腹地 150公里半径范围覆盖的十多个

县（市、区），均为全国百强县，有强大的、旺盛的消费市场空间。

-a2��`�����———如皋港上下游两侧三条内河运输直连苏中
苏北；204国道及高速公路贯通港区；港口铁路如皋港支线进入实质性阶段；周
边空港密布，形成了江、海、河与公路、铁路、航空联运体系。

������q 8a��VZ———10万 m2保税物流中心、20万 m2

普通仓储、3万 m2总部大楼、5万 m2公路物流园等物流配套,是港口快速发展
的有力支撑和坚强保证。

�&����t���———随着沪通城际铁路长江大桥即将建成，如皋
港距离上海大都市交通时间更短，商务行政成本更低。

�����WV���———为加快港口物流发展，如皋市政府对开展集
装箱业务、促进服务业转型发展出台了若干政策意见，大力鼓励船公司，第三
方、第四方物流公司和贸易公司入驻如皋港建立业务关系，发展总部经济。

围绕打造全省一流高新区总体定位# 高新区深入分析近
&

年来

全省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情况# 找准坐标$ 明确目标# 力

争用
+-!

年时间在全省高新区排名上升
&-)

个名次# 用
)

年左右时

间进入全省高新区
!)

强% 围绕发展定位# 对照赶超目标# 高新区将

以 !归零翻篇再出发" 的姿态# 开启 !二次创业" 的腾飞之路%

以项目争速筑牢追赶超越支撑要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 关键在

重大项目% 一要主动出击招项目% 好项目$ 大项目永远都是稀缺资

源# 必须主动寻找$ 主动争抢% 要继续把 !招商选资" 作为追赶超

越的 !首要任务"% 二要千方百计上项目% 上好项目$ 大项目# 争抢

是前提# 高效落地是关键% 要抓住本地存量项目源# 完善设备贴息

等激励政策# 大力实施 !技改扩建"# 催生一批优质技改项目% 三要

分秒必争推项目% 要紧紧围绕 !合同签约$ 项目落地$ 三证到位$

开工建设$ 竣工转化" 五大环节# 倒排节点# 挂图作战%

以产业转型引领新旧动能转换产业没有质态就没有竞争力$ 影

响力% 一要做实转型升级% 要切实加快建立健全推进腾笼换鸟$ 空

间换地和扶优汰劣的新机制# 坚决淘汰 !低小散" 的企业和项目#

坚决处置 !僵尸企业"# 为优质项目腾出用地空间和环境容量% 二要

做实产业融合% 要抢抓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机遇# 推动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互融合# 依托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和城市区位

优势#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信息服务$ 金融软件等生产性服务业%

要加快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军企业#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乡村旅

游$ 民宿经济等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推动农业全环节升级$

全链条增值#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要做实平台作用% 不断

创新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园发展理念# 进一步激活
./01

$

/21

$ 开

源空间等创新载体对人才和项目的吸附力# 以及入驻项目的孵化率

和成功率% 四要做实人才支撑% 坚持把人才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资源# 持续加大人才发展投入# 进一步提升人才政策的竞争优

势%

以城乡融合优化发展载体布局坚持以新城全域统筹为纲领# 以

优布局$ 强功能$ 提品位$ 振乡村为重点# 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承载力% 一要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紧跟上位规划#

进一步建立统一协调$ 定位清晰$ 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 要高

度重视土地规划调整$ 报批和土地计划上争工作% 二要全力提升城

市品位% 坚持产城融合# 加快引育城市旅游$ 酒店住宿$ 文化创意

等城市业态# 实现以城聚产$ 以产兴城$ 产城联动$ 融合发展% 三

要科学统筹城乡发展% 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均衡配置城乡基础

设施和公共资源%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确立强烈的主动意识$ 机遇

意识# 学习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 新思路# 探索建立村企共建

机制# 配强乡村振兴智库% 根据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的
!%

字要求# 实施 !一村一品# 一村一特

色" 乡村振兴计划# 打造高新区乡村振兴新模式%

以补短攻坚增强高质发展底气精准发力扎实补短板$ 攻难点#

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 一要着力补齐生态短板% 要结合中央环

保督察组 !回头看" 和省市专项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系统推进治气$

治水$ 治土工作% 要继续深入开展 !

!(&

" 专项行动# 聚焦工业固

废$ 城乡垃圾$ 畜禽粪污$ !小散乱污" 企业治理# 以及南美对虾

养殖$ 水质达标建设等重点任务# 全面起底排查# 动真碰硬整改%

二要着力攻坚化解矛盾% 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调解# 强

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加大信访积案的化解力度# 加强舆情应对

处置# 确保重点敏感时期万无一失% 各村 '社区( 要切实履行矛盾

化解属地责任# 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当地$ 解决在基层% 三要着

力精准救助扶贫% 要结合 !走帮服" 活动# 夯实扶贫内涵# 放大扶

贫成果# 党员干部要精准对接好贫困家庭# 动态调整低收入家庭#

坚持脱贫不脱政策$ 不脱项目# 找准发展致富的 !命脉"# 增强低收

入群体的 !造血" 功能% 要突出解决能力性贫困问题# 定向式精准

救助# 以政策兜底保障群众生活%

勇于担当# 真抓实干# 全区上下将秉持 !ı|力同心$ 同甘共苦$

坚韧不拔$ 善作善成" 的治沙精神# 强化追赶意识和使命担当# 拉

高标杆$ 奋勇争先# 以 !钉钉子" 精神抓落实$ 见实效# 在推动高

质量创新发展上更进一步$ 更快一步%

把调整优化产业质态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推动产业向高端迈
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聚区。抢抓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机遇，大力夯实电子信息、

软件及服务外包等主导产业根基，加快推进“双创”产业中心、
文化创意产业园、未来科技城等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推动制造业
与服务业联动发展，实施“互联网 +”行动，推动存量企业改造
提升。同时，强化挑商选资，培育高端增量，加快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高水平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打造区域性产业创
新中心。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建设技术中心、工程研究
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推动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带动区
域创新水平提升。突出园区主阵地功能，大力推动产学研协同创

新，形成产业集中度高、服务能力强、规模效应明显的科技企业
集聚区。突出政府引导作用，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营造良好
科技创新氛围。牢固树立“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为导向”的
思维，推动产业集中集聚集约发展。

坚持系统思维，保持久久为功的定力，推动高新区由地理上
的核心区向发展功能上的核心区转变。不断提高城市品位、提升
城市内涵，加强各专项规划的衔接配套，强化规划的刚性约束；
严格过程控制、细节管理、验收标准，打造精品工程；进一步研
究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机制完善，提高智

慧城市建设水平，推动城市发展由“速度时代”向“质量时代”
迈进；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区
域融合发展和共享发展。

创新机制体制，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建立开放透

明的市场规则，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按照“清”“亲”新
型政商关系要求，转变观念、改进作风、优化服务，打造办事效
率最高、服务质量最好、营商成本最低的区域；抬高工作标杆，
形成攀高比强赛快的干事氛围；充分发挥“三项机制”作用，为
敢想、敢试、敢闯的干部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把“忠诚、担

当、干净、干事”的高新区精神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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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红宇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主持高新区 #城南街道$ 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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