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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到晴 最低温
度12℃左右 最高温度18℃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本报讯 （通讯员刘海滢 陈蕾
记者陈静）昨天，记者从海门方面获
悉，今年起该区重点培育八条优势产
业链，推动“十四五”开好局，力争到

“十四五”末，八条优势产业链合计实
现应税销售2000亿元，成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支撑。

海门区委全委会将提升产业能
级、打造八条优势产业链作为做大
做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为此，该区科学分
析产业发展现状和基础，结合海门
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潜力，以促
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
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
方向，以数字赋能和技术创新为动

力，以实施精准招商为手段，围绕
“3+3”产业生态群，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绿色建筑、高技术海工船舶、工
业机器人、现代家纺、精品钢、生命
健康、数字通讯等八条优势产业链，
加速构建龙头引领、专业配套、区域
联动、智慧互通、产供销一体的链式
化产业格局。

“我区重点打造的八条优势产业
链，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是目前大
项目和大企业较为集中的产业，也
是区镇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区发
改委主任俞军说，海门确立了每条
产业链的主体区镇和培育产出目
标，比如，高技术海工船舶产业链主
体区镇为开发区和海门港新区，目

前海门的高技术海工船舶产业发展
基础较强，以招商工业海门基地为
龙头，去年该基地实现应税销售突
破60亿元，随着豪华游轮项目的快
速推进，产业链将更为完善，计划到

“十四五”末，实现年应税销售 200
亿元。

海门专门出台《关于成立海门区
优势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的
通知》《海门区推进优势产业链高质
量发展工作方案》《海门区全面推进

“八大”优势产业链创新发展考评办
法》三个文件，从组织领导、工作推
进、成效考核等方面，全面构建完整
的产业链工作推进体系。重点落实
一个产业定位、一套产业地图、一批

龙头企业、一套政策体系、一支招商
队伍、一个产业基金、一个产业配套、
一个发展路径“八个一”产业链培育
机制，与此同时，精心绘制产业链
图、技术路线图、应用领域图、区域
分布图“4图”，研究制定企业清单、
项目清单、集群清单、问题清单、政
策清单“5单”，定期研究推进，做大
做强八条产业链。力争到2025年，
全区年应税销售超亿元制造业企业
300 家；全区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
2000亿元；新增省级以上高新技术
企业30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10家；新增省级以上智能车
间（工厂）5家，省级以上互联网标杆
工厂2个。

海门做大做强八条优势产业链
力争到2025年，全区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汤晓峰 李彤）昨天上
午，市政府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
要求，围绕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
主持学习会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当前
必须抓紧抓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按
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
求，全面落实好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安排部
署，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会议强调，要把握规律学，做到守正创
新、走深走实，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牢牢把
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更
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充分汲取营养智
慧，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要示范带头学，做到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和省委、市委实施方案，在
政府系统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统筹
推进、分类指导，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六专
题两实践”等活动，切实提高党史学习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联系实际学，做到
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认真开展“奋进现代
化·跑赢新赛程”主题实践活动，努力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勇当全省“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排头兵的过硬举
措，书写好“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现代化
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单晓鸣对习近
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党史、
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
修课》篇目进行了导读。副市长陈晓东、潘
建华作交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凌屹参加
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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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蓓宁 刘璐）4月11日，2021粤港澳大湾
区与南通区域合作交流暨深圳市南通商会十周年联谊活动在
深圳举办。深通两地政府部门负责人与企业家们齐聚一堂，
围绕“深通互动、扩大交流、深化发展”这一主题，共话时代机
遇，共谋发展大计。市政协主席黄巍东，市委副书记、统战部
部长沈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俊等参加活动。

活动中，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罗一民以《言商仍向儒的张
謇》为主题，全面阐述张謇爱国报国、情系家乡的精神品格，引
发企业家们的深刻思考；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谭刚作主题演讲《粤港澳大湾区与南通区域合作》，从湾区
与湾区经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等方面，分析对接“大
湾区”的机遇与路径。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示范
区、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南通创新区分别向大湾区企业家
进行区位、产业、政策等方面推介，寻求招商新突破，以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园区建设的快速发展，推动两地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下转A2版）

芳菲四月，走进生机盎然的如
东，项目工地上，高耸的打桩机、挥舞巨
臂的砼泵车奏响高质量发展的乐章。

一季度，如东项目建设迎来满园
春：32个新材料、新能源、智能装备制
造、生命健康、泛半导体项目集中开
工，其中，10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10
个，总投资291.5亿元；31个产业项
目签约落户，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
产业项目12个，总投资452.8亿元。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
们继续围绕实现‘发展速度争第一，
百强排名升十位’的目标，持续发扬

‘狼性’精神，全力铆足牛劲，以‘能当
第一就决不做第二’的必胜信念、‘不
说不好办只想怎么办’的责任担当、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硬本领，推
进‘五个3’工程，壮大9条产业链，努
力把如东打造成为全市跨越发展增长
极、全省向海战略先导区、全国绿色能
源示范城，勇当长三角沿海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如东县委书记沈峻峰说。

厚植3个千亿产业板块
打造全市跨越发展增长极

3月31日，总投资200亿元的碳
纤维复合材料项目落户洋口港。确
认项目投资意向后，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范海炜带领招商团
队一刻不停，用一天一夜时间赶制出
项目策划书，从生产要素、市场情况、
用工准备、适用政策等方面做了完整
的方案，随后赶去与企业负责人面对

面洽谈，双方一拍即合。
打造现代化高端造纸产业园、纤

维新材料产业园，一年落户一个百亿
项目，是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培育壮大
千亿级产业园区的硬着子。

专班服务重大项目，他们主动作为。
“金光纸业项目1号生产线两台

纸机开机运营每天需要 1500 吨用
水，得知工业原水工程进度无法满足
要求后，立马联系县水务集团和区供
水服务公司，协调解决一次到位。”洋
口港经济开发区重大项目专班组负
责人徐巍说。

1号生产线安装设备进入尾声，4
号线设备安装过半，其他生产线的厂
房加速推进，金光集团如东产业基地
副总经理崔新法说，每天争分夺秒奋
战的施工人员达到2500多人，今年
年底前将有5个车间陆续量产。

桐昆（洋口港）聚酯一体化项目工
地上同样热火朝天，20多支施工队伍
3000多名工人抢抓晴天满负荷施工，
在建的60多万平方米厂房一天天在长
高，3#、4#生产线计划今年9月投运。

桐昆（洋口港）聚酯一体化项目
是继金光如东产业基地项目之后，落
户洋口港的第二个百亿级旗舰型产
业项目。目前，如东在建的6个百亿
级产业项目全面提速，进入陆续量产
新阶段。

去年，如东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120亿元，同比增长6.5%，发展速度
蝉联全市第一，项目建设综合考核全

市第一。曾经的南通“小六子”，如今
冲在前列，跑出精彩。今年以翻篇归
零的心态，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
要冲刺的状态，对标对表，以更强的
定力砥砺前行。

培育千亿级产能，如东经济开发
区和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同样“牛劲
十足”。一季度，如东经济开发区实
现外资到账4053万美元，签约亿元
项目7个，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4
个，总投资超100亿元。

由江苏优嘉植保有限公司总投
资23亿元实施的中化植保产业园二
期项目，厂房已经封顶，预计今年年
底前投产，将新增年销售收入近30
亿元。“我们按照应税销售5亿元、10
亿元、20亿元、50亿元的梯队培育优
质企业，一季度实现应税销售98亿
元。”洋口镇党委书记、如东沿海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健说。

“十四五”期间，如东实施300个
重大产业项目，做大做强新能源、新
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
六大产业，培育30家纳税超亿元企
业、3家应税销售超百亿企业、3个超
500亿产业集群和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如东经济开发区和如东沿海经济
开发区3个千亿产业园区。今年，如
东创新实行链长制招商，县四套班子
领导分别担任9条重点产业链的链
长，采取“领导+部门+园区+基金+专
业团队”模式，开展专业化精准招商，
确保全年新签约10亿元以上重特大
项目不少于30个，全年新开工10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25个。

构筑产业带、风光带
打造全省向海战略先导区

沿着大豫镇 G328 国道西行，
1050台风机迎风摇曳，组成壮观的

“海上森林”。
目前，如东投产的13个风电场装

机容量达到249万千瓦时，上网电量达
到299亿千瓦时。掘金南黄海，淘出新
能源，如东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亚洲最
大的海上风电场、106公里观光带。

3月11日，如东牛角沙海域，随
着“强峰1800T”起重船液压锤最后

“一锤定音”，一根直径7.2米、长82
米、重967吨的单桩成功嵌入海底，标
志着盛东如东H3海上风电场项目标
段II工程基础沉桩施工全面完成。盛
东如东H3海上风电场将于6月并网
发电，年上网电量10亿千瓦时。

“今年，如东在建的11个海上风
电场，总投资600亿元，打桩、吊装风
机风叶全面提速，年底前全部投运。”
如东县发改委副主任张俊说。

海上作业忙得欢，岸上生产满负
荷。今年年初以来，拥有未来东方的

“埃斯比约港”之称的小洋口风电母
港日夜发运风机、风叶、塔筒等重型
装备，一季度重装设备吞吐量达到20
多万吨。

海上“种”风机，如东“种”出风电
全产业链，从单一吸风发电到崛起首
个国家火炬海上风电特色产业基地、

“全国海上风电第一县”，形成风电技
术研发、风电场施工建设和运营维
护、勘察设计、防腐材料、海洋环境保
护、大型设备物流等在内的风电全产
业体系，去年新能源装备产业实现应
税销售380亿元。

3月下旬，如东沿海滩涂湿地迎
来一群贵客——勺嘴鹬、小青脚鹬等
迁徙候鸟，它们在此觅食歇息。近年
来，得益于如东县委、县政府保护生
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如东沿海104
万亩生态湿地滩涂成为鸟类栖息的
幸福港湾。 （下转A8版）

市行政审批局：

194面旗帜，飘扬在服务前沿

海安李堡：

红色热土滋养乡村振兴之“根”
■A3看南通·要闻

■A2看南通·要闻

如东打造全市跨越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战略先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

铆足牛劲，迎最强格局之变

共话时代机遇 共谋发展大计
南通重点园区组团赴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推介

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
求，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
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
住房困难。

记者12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该部门
召开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座谈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倪虹说，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各地要充分认识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重要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
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城市人民政府要把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列入重要
议事日程。

“人口流入多、房价较高的城市，要科学确定‘十四
五’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落实年度建
设计划，由政府给予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引导
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他指出，要积极利用集体建
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
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和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坚持小户
型、低租金，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
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

住建部要求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尽最大努力缓解新市民等群体住房困难

洋口港能源岛两个在建洋口港能源岛两个在建LNGLNG项目加速推进项目加速推进。。记者记者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