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南通新闻/时讯 编辑：陆抒 组版：葛飞云 校对：李蔚

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18912270383 13057019586家乐中介

北濠桥新村（实小学区房）5/6 2/1 60.5m2 MBRK 装潢 119.8万
德民花苑 1/车 3/2/2 129m2+21m2 (车库) 装潢 222万
易家桥新村 5/楼中楼 2-1/3-2 135m2+80m2+车库10m2 精装 226万
时代悦城 9/电 3/2 115m2+车位 精装 位置佳 296万
保利香槟国际 31/电 3/2 137m2车位1个 美式经典装修 330万（净）
城市之光 14/184/2/2 142m2装潢 338万（净）
健康公寓（二附启秀学区）4/6 3/2 139.52m2+16.28m2（车库）装潢 490万
名都广场（二附启秀学区房）11/电 4/2/2 175m2 精装潢 480万

久和中介 天安中介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求购厂房 土地大概20亩 市区附近最好 周边也行 价格面议
圆融公馆 12/电四室阳光厅 187m2 精装未住 含汽车位1个 第一排 景观房 学区房 650万
恒基花苑 4/6 三室二厅 138.5m2 实际面积150m2南车库37m2 豪装中央空调地暖 320万净
文峰花苑 5/6 三室一厅 80m2 车库12m2 中装 三学区房 空学位 275万
光明东村 2/6 四室阳光厅 170m2 豪装 南汽车库35m2 空学位 位置好 380万
天安花园 4/6 三室阳光厅 135m2地下车库18m2豪装 景观房 空学位 365万
新桃园 2/6 三室一厅 107m2 新精装 空学位 255万

银河中介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濠南君邑 双拼别墅 1-4层 408m2 毛坯 2500万
南通别业独栋 430m2 1-4层 院子200m2 3个停车位 980万
光明花苑 2/6 125m2 3-2 中装 有钥匙 198.8万
怡园佳苑 3/6 93.7m2 3-1 简装 车库18m2 152.8万
曙光福里 6/16 96m2 2-1 精装 车库17m2 179.8万
新建路新村 5/6 67m2 2-1 精装修 142.8万
任港路新村 3/5 59.9m2 2-1 简装 150万净得

北郭北村纯底楼 2室半 76m2 中档装潢学区房 173万
红星天铂 6/18层 3室2厅精装125m2位置好 299万
绿墅湾 11/电 3室2厅141m2纯毛坯东首房 230万
中海碧林湾 5/电 3室2厅2卫129m2纯毛坯 238万
东昇花园 4/6层 3室120m2 精装车库13m2学区房 295万
文峰北苑 5/6层 3室南L 厅121m2精装车库12m2 358万
天山花苑 10/电 2室2厅98m2纯毛坯车库10m2 169.8万
濠西园 1/车库 3室南L厅 135m2精装南车库28m2 245万

城南小学对面
15962750368 15950810021梦路中介天苑中介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15862825879 无忧谷房产
王府大厦 62m2 二附城中三中 222万
待拆迁望江楼 74m2 空学位 300万
友谊公寓 181.50m2 启秀空学位 460万
濠南路商铺 124m2 地点佳 560万
佳期漫洋房 6/8 121m2 340万
爱玛花苑双拼别墅 1/3 320m2 558万
宝隆花园 四楼 68m2 车库17m2 精装 215万净

银花苑3/车 3-L 127m2 车9m2 中等装修 城中三中空学位 368万
光明东村5/6 2-1 69m2 中装 启秀空学位 138.8万
光明东村6/7 2-1 58m2 精装 启秀空学位 120万
方大花苑2/6 3-1 89m2 精装 大平台 全天阳光 168万
城南新村4/车 2-1 75m2 车7m2 精装 145.8万
裕丰大厦X/电 3-1 123m2 南北通透 精装 328万
段家坝小园3/6 3-1 85m2 简装 138.8万
裕丰大厦X/电 3-2 156m2 装修 358.8万

二附启秀双学区房：白家园纯底层建62m2 毛坯 250.8万
东赵家巷（三中学区房）4/4楼 上39/下93m2+南车库30m2房子比较新精装 248万
绿墅湾15/电梯 140m2复式 实际面积可达180m2毛坯 236.8万各付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花苑3/6楼 建65m2精装 230万
三中空学位：北园小区 三室一厅 101m2 4/5 中装车库15m2 219万 满五唯一
家和花苑5/车库 建120m2+15m2车库 中装 192.8万
三中学区房北郭北村2/6楼 建66m2 中装两家人合用车库 150万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15051270211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中天福邸3-3号
18962871416

晚报讯 昨天，2020中国南通
江海国际博览会暨南通船舶海工产
业展在南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惠民
在致辞中表示，要以创新为驱动，加
快突破一批关键性技术、生产一批
标志性产品、培育一批世界级企业，
推进船舶和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
自主化、品牌化，打造世界级船舶海
工先进制造业集群，在服务全国构
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主持开
幕式。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
郭大成、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
清、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李
国安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闻雪友、
蹇锡高等领导、专家，部分国家驻沪
领事馆、代表处官员，国内外船舶海
工及配套企业负责人等700余人出
席开幕式。

南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船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船
舶出口基地，船舶海工产业入围国
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船舶制造、海
工装备产业规模分别占全国的
1/10、1/4左右。江苏省重点打造
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明确海工装
备和高技术船舶产业由南通牵头。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船舶海工产业
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7.3%。

徐惠民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
地方视察就选择江苏，第一站就来
到南通，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南通
发展的关心、对南通人民的厚爱。
南通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负重托、接力
奋斗，加快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
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奋力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
三角强支点城市，打造综合交通新

枢纽、双向开放新门户、高端制造新
中心、创新创业新首选、市域治理现
代化新样板。船舶海工是南通的城
市名片、产业地标。推动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实现新
的奋斗目标，离不开船舶海工产业
的有力支撑。

徐惠民指出，要顺应新发展趋
势，持续推动南通船舶海工产业转
型升级。绿色化是现代产业发展的
大趋势，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船
舶生产全过程，支持发展电动船舶、
双燃料动力船；智能化已成为航运
和造船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发
挥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优势，
在智能航行等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开展先行先试；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要全力推进邮轮制造基地等项目建
设，加快打造千亿级豪华邮轮产业
集群；海洋经济发展风生水起，要大
力发展新型海洋工程装备，加快形
成近海远海全覆盖的海洋资源开发
装备产品体系。

徐惠民强调，要着力加快南通
船舶海工产业基础高级化，构筑新
发展优势。基础关键技术方面，着
力构建以专业研发机构为引领、重
点企业技术中心为支撑的产业创新
体系；基础关键设备方面，引进和培
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设备系统集成
供应商，全面提升关键设备的本土
配套能力；基础关键材料方面，依托
沿江钢铁产能向沿海转移转型，着
力提升关键材料供给能力；基础关
键工艺方面，更大力度推动本土企
业建设智能工厂、智能车间，不断提
升智能制造水平。他欢迎与会嘉宾
积极参与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和配
套供需对接活动，携手共同打赢产
业基础高级化攻坚战。

徐惠民表示，南通将努力涵养
船舶海工产业发展最优生态，打造

新发展热土。推动政策集成，统筹用
好产业发展政策，强化产业基金引导
和人才支撑作用，量身定制支持船舶
海工产业发展的“大礼包”；强化公共
服务，积极引入海事仲裁等相关机
构，精心办好产业展，探索发布产业
发展指数，倾力打造支持船舶海工产
业发展的“百宝箱”，全面提升南通船
舶海工产业的国际影响力。

郭大成充分肯定了我市在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取得的成绩。
他表示，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将一
如既往支持南通船舶工业发展，为南
通船舶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李国安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南
通船舶海工产业不断创新与优化，
增强行业竞争力，提升产品技术水
平和产业规模，进一步发挥船舶海
工装备龙头企业集聚优势，通过区
域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
技术产业的联动发展，创新海洋产业
投融资体制，不断加强产业服务辐射
能级，助力长三角海洋经济协同联动
发展。

市委常委、秘书长姜东出席会
议。副市长潘建华代表南通市政府
分别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
舶工业行业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副市长王晓斌作南通船舶海工
产业专题推介。市政府秘书长陈俊
参加活动。

开幕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船
舶海工产业展。博览会期间，将举
办船舶海工产业展、2020中国（南
通）船舶设计师高峰论坛、新技术新
产品发布以及配套供需对接等活
动。其中，船舶海工产业展重点展
示船舶与海洋工程、邮轮游艇、产业
链配套、设计服务等领域的新技术、
新成果、新解决方案，参展企业130
余家。 记者汤晓峰 朱文君

见习记者张馨方

晚报讯 昨天下午，南通市人
民政府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联合主
办“2020中国（南通）船舶设计师高
峰论坛”，来自船舶海工业界的专家
学者们齐聚一堂，聚焦行业前沿技
术，共襄产业盛会、共享发展机遇、
共谋合作愿景。

一直以来，南通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船舶海工产业，把它作为重
要支柱产业来培育，并打造成南通
的产业地标、城市名片。从修船、造
船出发，南通探出了一条向高技术
船舶、海工装备、高端配套转型发展
的路子，造船三大指标、海工产品产

量分别占全国的1/10、1/4左右，全
球首艘驳船型浮式LNG储存及再
气化装置（FSRU）、首个浮式液化
天然气生产驳船（FLNG）等一批

“大国重器”从这里扬帆起航。
当前，南通正奋力打造长三角

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
市，打造世界级船舶海工基地。本
届论坛旨在通过主题报告、专家高
端对话及现场问答等环节，发挥中
国工程院院士、船舶设计大师等业
界顶尖专家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
用，为南通乃至江苏、全国船舶海工
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有

效助推长三角地区的船舶产业基地
建设，促进海洋高端装备产业创新，
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
高，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
学首席教授严新平，船舶设计大师
胡可一，中远川崎总经理陈弓等多
位专家，围绕智能船舶、智能制造、
豪华邮轮关键技术、国产化配套
现状、海上风电安装与运维船市
场分析等行业热点，分别进行了
专题报告。

副市长潘建华参加会议并致
辞。 记者朱蓓宁 刘璐 彭军君

2020中国南通江海国际博览会暨南通船舶海工产业展开幕

打造世界级船舶海工制造业集群

借智业内专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南通）船舶设计师高峰论坛举办

晚报讯 昨天，江苏航运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建校60周年大
会。南通市政府与省交通运输厅
签订合作协议，加强合作，助力航
院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副厅长张
欣出席签约仪式。副市长王洪
涛，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金凌在
合作协议上签字。副市长陈晓东
参加相关庆祝活动。

为深入落实十九大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交
通运输和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
重大部署，推进江苏交通职业教
育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地服
务江苏交通强省建设和南通争当

“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打造江苏
发展新增长极的使命，市政府与
省交通运输厅决定加强合作，共

同推动航院实现高质量发展。市政
府将在推进“双高计划”建设、提升
办学环境等方面予以全面支持。
省交通厅将指导和帮助学院科学
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做好与全省

“十四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对
接与衔接，把学院发展作为全省交
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
成部分和交通运输行业人才培养、
培训的重要基地，同时将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等方面给予重点指导
和大力支持。

当天，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新起点新征程新辉煌”建校
6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校党委
书记袁卫国主持庆祝大会，校长施
祝斌作主旨报告。大会宣布，南通
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江苏
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并举行更名揭
牌仪式。 记者徐培钦

晚报讯 昨天，福建省政协
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率队
来通，考察调研我市“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工
作。市政协主席黄巍东陪同考察。

调研组详细了解我市全面推
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
实地考察了南通世界通商总会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活动开
展等情况。调研组对市政协全面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
省委、省政协部署要求，在市委统
一领导下，在全省率先启动“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建设，推动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推动政协协商与基
层协商有效衔接、政协协商与基层
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政协协商民主
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序实践的经
验做法，印象深刻、赞叹不已。

调研组表示，将深刻领会和把
握总书记关于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
神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张謇
精神的时代价值，让张謇精神在福
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市政协秘书长邵怀德等参加
活动。 记者金帅

晚报讯 昨天，南通名特优
农产品（上海）推介会在上海举
行。南通市委副书记沈雷出席活
动并致辞。江苏省农业农村局二
级巡视员黄非、上海蔬菜（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梦秋参加活动。南
通市政府副市长赵闻斌主持会议。

近年来，沪通两地交流交往
频繁，合作成果丰硕。南通有
40%的农副产品销往上海，50%
的农业龙头企业与上海开展合

作，南通市政府先后与上海市农业
农村委、商务委、供销总社等部门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去年，南通共承
接上海农业项目137个，销往上海农
产品超200亿元，吸引上海游客超
1000万人次。今年疫情期间，南通
日均销往上海蔬菜5000吨，充分发
挥了上海“菜篮子”保供基地作用。

推介会上，9个农业经贸合作项
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40.25亿
元，比去年增加48.1%。记者唐佳美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建校60周年
市政府与省交通运输厅签订合作协议

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政协来通调研

南通名特优农产品进沪展销
现场签约40.2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