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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湾示范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通州湾自然资规出
告网（2021）第1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以网上挂牌方式，通过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nt.com）出让下述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以及网上竞买申请、缴纳保证金和
挂牌出让时间详见下表1、表2。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
2021年1月5日

表1

表2 上述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及出让要求等详见
南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平台《出让
文件》，有意竞买人请登录网站（http://www.
landnt.com）了解详情，并在网上办理竞买手
续。咨询电话：0513- 59001186、59001958、
80800286。

地块编号

TR21001

TR21002

TR21003

地块位置

滨海大道南、
月宁路东

滨海大道南、
月宁路西

黄河路北、
月宁路东

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1378

86676

94926

建筑面积
（平方米）

92480-
102756

156016-
173352

170866-
189852

容积率

≥1.8 万平方米/公顷且＜
2.0 万平方米/公顷(上限以
建筑面积为准)≥1.8 万平方米/公顷且＜
2.0 万平方米/公顷(上限以
建筑面积为准)≥1.8 万平方米/公顷且＜
2.0 万平方米/公顷(上限以
建筑面积为准)

建筑密度
（%）

≤25

≤25

≤25

绿地率
（%）

≥30

≥30

≥30

出让年期
（年）

70

70

70

起挂价
(元/平方米土地)

5250

5250

52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400

9150

10000

地块编号

TR21001

TR21002

TR21003

网上竞买申请和缴纳保证金时间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4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4日下午3时止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5日上午11时止

网上挂牌出让时间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7日上午11时止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7日下午3时止
2021年1月25日起，

2021年2月8日上午11时止

公示时间为：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对公示对象有何反映，请于公示期间与南通市
委组织部联系。

联系电话：0513-12380，18962912380（手机短信），联系地址：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南通市委组织
部，邮编：226018。

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
2021年1月4日

本报讯（记者刘璐）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公布
2020年度江苏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共 40
个产品。记者 4日从市工信局了解到，南通 4家企业
的4个产品入选，认定数位列全省第二。

这次新认定的省级首台（套）重大装备中，招商局
邮轮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极地探险邮轮，针对极地小
型邮轮的功能要求和技术特点，航行海域覆盖南极等
无限航区，满足PC6极地规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自主品牌；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研制
的等离子体先进系统装备，属国际首创，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实现生活垃圾飞
灰等离子体熔融技术商业应用；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的高效节能全石墨氯化氢合成与余热利
用一体化装（SZL-1600），实现了石墨代钢技术、石墨
部件设计创新和整体结构设计创新，设备整体技术水
平达到国际先进；江苏赛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
绿化综合养护车，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整体技术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

近年来，我市着力推动装备研制高端化、核心技
术自主可控化，鼓励企业研发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
台（套）产品，对新认定为省级重大装备首台（套）和首
购首试国家、省认定的首台（套）装备及关键部件给予
资金支持，积极实施装备强链工程，以点突破带动装
备行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省级首台
（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115个。

本报讯（通讯员曹妍 记者何家玉）崇川区人社
局4日消息，辖区内的南京邮电大学南通研究院获批设
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至此，崇川区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已达15家，其中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6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9家。

南京邮电大学南通研究院自 2017年启动运行以
来，高度聚焦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已初步建成一站式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服务平台。此次获批省级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将进一步助推企业人才培养、技术研
发、产业孵化，加快“产学研用”有机结合，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实现高校科研与地方产业互补共赢。

近年来，崇川区出台一系列培育集聚高层次人才
的创新政策和务实举措，指导和帮助新设站单位做好
建章立制、人员选聘、培养使用等工作，将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打造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引擎”、引才聚智
的“聚宝盆”、高质量发展的“加油站”，着力打造博士
后人才培育“加速器”，为新崇川提升首位度、建设首
位区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上接A1版）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当前的南通，是一艘经济

总量万亿级别的巨轮，正朝着勇当全省“两争一前列”
排头兵的目标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前进道路不会一
帆风顺，但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
珍贵。有党中央擘画的现代化蓝图指引正确航向，有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增添澎湃动力，有省委赋予的使命
激励责任担当，让我们更加坚定目标路径，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以最高
追求、最高标准推进工作，在发展速度上争先进位、发
展质量上扛旗夺杯、贡献份额上追赶超越，在“十四
五”乃至更长时期跑出南通加速度，再来一次高质量
发展的“沧桑巨变”！

筑牢“三防” 助推安全发展走在前
（上接A1版）

依托第三方监管，我市积极构建安
全生产社会共治平台，引导企业按一定
地域和行业特点，组成安全生产协作
组，使分散于各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力量得到有效整合，逐步构建起自律、
互促、联保的良性监管生态。协作组定
期召集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主题活
动，通过企业自查、组内互查、组间互查
等方式，实现了企业间安全资源共享与
互补。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立安全生产
协作组243家，覆盖企业5126家，高危
企业覆盖率100%。65家行业商会（协
会）中成立了安监工作站，覆盖企业
4912 家。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
全”。天和树脂安全总监黄海辉坦言，
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只
有全员参与，将安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企业高质量发展才有安全保障。

自动化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这套全自动数字化在线修磨装

置，能自动修磨弹簧钢丝表面的缺陷，
解决了以前人工修磨弹簧时安全风险
大、环境脏的问题。”中国宝武集团下属
企业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谢剑丰说，持续增加投入、以
科技创新促进本质安全，已成为企业常
态化做法。

物的不稳定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
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我市以“物
防”为根本，积极引导企业加大对安全
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
新装备的投入和应用，尤其是对高危
行业领域实施自动化减人、机械化换
人，将作业人数尽可能减至最少，从而
压降事故风险，不断提升企业的本质
安全度。

在江山农化，智能化和自动化改造
的步伐一直没有停过。针对高危工艺、
重大危险源等，实施全流程自动化改
造，实现了阀门的自动控制和安全连
锁。公司安全总监周冬冬告诉记者，原
先一些阀门的启动、调节等需要人工操

作，由于没有连锁关联，存在很多不确
定因素。改造后，可以对照前后工艺参
数，根据程序设定进行自动调节，安全
风险大大降低。

信息化手段，提升安全监管效能

企业属于哪个行业？关键风险点
在哪？存在哪些隐患？目前整改进度
如何？如今，只要打开海安工贸企业安
全生产信息化监管平台，全市2616家
工贸企业的情况一目了然。

“工贸企业涉及机械、纺织等多个
行业，又涵盖液氨制冷、粉尘涉爆等重
点领域，风险隐患各不相同。通过风控
平台进行大数据采集、分析，能够对关
键风险点进行筛选，便于日常监管时更
好地分类指导。”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安
全生产基础处负责人介绍，海安风控平
台是在南通市工贸企业安全风险分色
分类辨识管控系统基础上的延伸和拓
展。目前，全市17427 家企业已录入
《南通市工贸企业安全风险分类分色辨

识系统》，完成整体评估15610家。该系
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将企业风险等级划分
为红、橙、黄、蓝四级，提高安全监管的针
对性。

作为化工大市，全市现有化工和危险
化学品企业两千多家，危化品领域一直是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重中之重。我市开
发建设危险化学品风险管控与应急一体
化平台，通过企业自主三维建模、动态危
险化学品库存量管理、全面接入重大危险
源企业检测监控信息、二道门状态数据
等，变传统监管模式为智能化线上监管，
实现了企业数据动态感知和安全风险的
有效管控。

依托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我市
在全省率先建成危化品全生命周期信息
监管系统，并于去年6月正式上线运行。
通过强化危化品安全联动监管四项工作
机制，实现危化品领域9个重点监管部门
的互联互通，进一步破解了传统危化品共
享难、发现难、协调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郭小平 俞慧娟

时不我待，奋发有为开新局

（上接A1版）

健康守护者：
挽救更多患者造福百姓安康

昨晨7点半，市一院心内科副
主任郑扣龙已到医院。交接班、手
术讨论、查房……上午9点，他开
始首台手术：为一位80多岁的冠
心病患者实施支架植入术。

当天，心内科共计安排了10
多台手术，其中一半由郑扣龙操
刀完成。当晚，郑扣龙还得值夜
班。“这个季节，常有病人在夜间
突发心梗，需要急诊及时打通血
管，为患者赢得生机。”

新年伊始，郑扣龙发布了首
条抖音视频“主动脉瓣狭窄治疗
新技术”，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
心血管疾病防治知识，造福更多
患者。“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全民
能提升健康素养。防病比治病
更重要。”

社区工作者：
共建美丽和谐社区

“从6日起，在座的各位将
作为宣传员、指导员和督察员
正式步入工作岗位。垃圾分类
是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希望
大家能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争

取把这项工作做好、做细、做实。”
昨天，崇川区秦灶街道苏阳社区党
总支书记冯徐为桂花小镇小区的
36 位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岗前集
中培训。

“桂花小镇是秦灶街道唯一的垃
圾分类试点小区，责任重大，社区党
总支会积极推进。”冯徐表示，“社区
工作千头万绪，今年，我们会继续带
动小区居民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各项
社区治理工作，共同建设美丽、和谐
社区。”

本报记者 任溢斌 何家玉
蒋娇娇 冯启榕

本报通讯员 吉祥 吴薇 顾华夏

为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南通市市管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张洪晖，
现任南通市崇
川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三级调研员。
女，1972年 10
月生，汉族，江
苏如皋人，大
学学历，硕士

学位，200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4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
为南通市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人选。

杨丁勇，
现任南通市商
务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三
级 调 研 员 。
男，1968 年 9
月生，汉族，江
苏如东人，省
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19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8月参加工作。拟推荐提名
为南通市市级机关正处职干部人选。

顾留忠，
现 任 如 皋 市
副市长、三级
调研员。男，
1972 年 9 月
生，汉族，江
苏如皋人，中
央 党 校 大 学
学历，1995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 8
月参加工作。拟任县（市、区）委
常委。

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南通各大
商超、综合体内人头攒动、供销两旺，
全市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重点监
测的 31家批零企业实现商品零售额
2.3亿元，同比增长 29.2%。这无疑给
南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增添了信心。

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不仅赋予
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多的使命和内涵，
更赋予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前所未有
的重要地位。2020年以来，我市商贸
流通业在引导生产、扩大消费、改善民
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建设
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成为立足新发展
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增强载体建设，消费更丰富

今年元旦，崇川区丁古角步行街
热闹非凡，网红小吃美食节、哈啤年
货购、主题花车巡游秀等活动接连不
断，为市民游玩购物呈上了一道道特
色盛宴。

为推进高品位步行街改造提升，
我市以创新流通、促进消费为出发点，
重新梳理丁古角步行街功能定位、业
态布局，加快升级改造。焕然一新的
丁古角步行街于 2020年 9月 26日正
式开街，是全省 8条省级高品位步行
街试点街区中第2家重装开街的试点

街区。
步行街一头，罗森南大街店依旧

保持着开业时的高人气，特色饭团、咖
啡、甜品等销售火热。作为南通首个
全球知名品牌的24小时便利店，罗森
门店已增至15家，成为商务部门推进
品牌连锁便利店的有益尝试。与此同
时，我市推动大润发mini全国首店、
宝能生鲜便利店等落地生根、遍地开
花，便民化、特色化、多层次、多类别的
小店经济发展体系正在构建。

彩虹漾、大有境、海安万达广场……
2020年，一批商业综合体相继开业，
地下车库总是“一位难求”。“我市正
以打造城市商业核心增长极和消费
体验中心为目标，加快布局城市商业
综合体。”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城区共有万象城、文峰城市广场、
圆融、万达广场、文峰大世界等 16家
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金鹰世界、环球
港等一批国内知名品牌综合体正在加
快建设。

此外，我市在老字号传承保护与
改革创新、特色夜经济等方面推陈出
新，打造文旅消费集聚地，带动消费增
长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精神
文化生活和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创新营销模式，体验更优质

服饰主力 5折起、黄金饰品最高
每克减80元……今年元旦，南通文峰
大世界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消费等活
动，积极引导消费需求释放，3天销售
同比增长61.8%。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文峰

集团稳定“基本盘”的同时增强“新引
擎”，推进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增强
发展后劲。“我们依托门店资源，借助微
信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成线上线
下互联、互通、互融、互动。”相关负责人
介绍，企业全力布局“全渠道”，实现多渠
道销售，推动零售转型升级。一方面，与
山东寿光蔬菜基地深化合作，引用产地
直采新模式，探索品牌发展新路；一方
面，完善线上销售，加快线下调改步伐，
从单品牌业绩、品牌储备库着手，优化供
应链，提升品牌级次，增加与供应商的合
作黏性。2020年 1月，文峰股份正式加
入贵州茅台酒经销体系，依托线上、线下
营销渠道，携手贵州茅台共同开拓江苏
市场。

2020年10月，巴宝莉旅行店进驻八
佰伴，预计年销售额超6000万元。引进
高端品牌、升级消费层次，是八佰伴创新
经营的一个亮点。劳力士、卡地亚、积
家、万国等钟表知名品牌相继入驻，对满
足高端消费群体需求形成有益补充，销
售一直保持稳定。

通过优质品牌引进、全渠道营销等
手段，全市商贸流通行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2020年1-11月，我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3054.2亿元，总量和增幅
均保持全省第3位。

提升营商环境，格局更多元

夯实“硬基础”的同时，优化“软环
境”也是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内
循环的重头戏。

“我们探索建立‘政府+商会+企业’

的商圈管理模式，推动‘互联网+商贸服务
业’融合发展，为商圈赋能。”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引导南大街、新城区、北大
街等商圈建立“政府+商会+企业”共治共
管的商圈管理模式，成立商圈党建联盟，
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借助南通百通、云
闪付等APP发展智慧商圈，打造移动支付
引领市；遴选15家本地优质产品推荐给超
市、农贸市场，畅通供需渠道；联合美团、
云闪付等推进餐饮单位线上转型。疫情
期间，我市在省内率先发放电子消费券，
其中餐饮消费券活动开创了全国政银合
作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先例，撬动杠杆率和
实际使用率全省领先。

与此同时，我市充分发挥政策的杠杆
撬动作用，出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内
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相关政策、市级促流
通扩消费政策等，拨付疫情房租补贴 647
万元；利用省级商务发展资金，集中对电
子商务、流通现代化、消费促进项目进行
支持，全市商超销售额从2020年5月以来
普遍逆势上扬。

“接下来，继续努力提升商贸流通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国际
竞争力强的现代流通企业，建设一批特色
鲜明的高品位步行街，培育一批经营模
式、交易模式与国际接轨的商品交易市
场，建成一批内外贸结合、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电商平台。”市商务局局长高红宇表
示，要加快形成网络健全、高效顺畅、方式
多样、主体多元、开放包容、安全有序的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勇当全省“两争一前列”
排头兵，为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贡献商务
力量。

本报记者 刘璐 本报通讯员 王静

增强载体建设 创新营销模式 提升营商环境

我市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3日在南通通海港区集装箱码头、堆场拍摄的繁忙景象。据南通通海港口有限公司发布的信息，2020年，
通海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实现逆势上扬，突破140万标箱，创开港以来最高纪录。

南通通海港区是海轮进入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后北岸的第一个港区，也是我市重点打造的现代化集装箱
港区和江海联运枢纽港，已跻身中国江河港口集装箱码头前三名。 记者 许丛军摄

崇川再添一家
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全区已有各级博士后工作站15家

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发布

南通4家企业产品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