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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阴有雨 最
低温度2℃左右 最高温度10℃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万亿之城南通，已驶入2022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不久前召开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

吴政隆对南通寄予厚望：“发挥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支点作用，努力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发挥支点作用，打造重要增长极，肩负历史使
命与时代重任的南通，将创新确定为新一轮发展的主
引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要“突出创新驱动，建
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并把“充分激发创新第

一动力”摆在今后五年十大重点任务的头版头条。上
周举行的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创新引
领，培育壮大现代产业集群；强化产业科技创新，筑牢
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历经多年发展，南通一些传统产业已经到达了
“天花板”，产业结构亟需优化；同时，站在多个国家
战略风口、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的南通，也亟需
找到一条突破性的发展路径。 （下转A2版）

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③

创新型企业项目集聚——

南通产业加速蝶变

“新进驻的37家公司，开办平均
耗时不到半天，还拿到了‘大礼包’，
里面有营业执照、四枚印章、税务
UKey、银行口令卡，还有《市长致企
业家的一封信》、如皋创业投资指南
等，真是太贴心了。”上周，如皋万达
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正
君向记者展示刚领到的企业开办大
礼包，忍不住对“如皋速度”和“如皋
服务”点赞。

近年来，为实现市场主体“准入”

即“准营”，如皋积极探索实践，推进
“一业一证”改革，企业开办便利化水
平不断提高，不仅创设了全省“3550改
革”经验，并首推企业开办全流程半日
通办机制。

如皋上月 28日首推的“一业一
证”改革暨企业开办大礼包，为的就是
进一步给企业松绑减负，全面扩大企
业开办零成本的改革成果。“大礼包”
的发放，实现了“一业综合许可证，一
码亮证好经营，企业开办半日结，惠企

政策一包领”，也方便了企业反馈诉求
及获得政策信息，提升企业服务的专
业度和精准度，增强了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的获得感。

“‘一业一证’改革最大的特点就
是实现了‘三缩减六合一’。”如皋市
行政审批局局长徐猛介绍说，通过缩
减环节、缩减材料、缩减时限，在告知
环节实施“多单合一”，在申报环节实
施“多表合一”，在受理环节实施“多窗
合一”，在核查环节实施“多次合一”，

在审批环节实施“多标合一”，在准营
环节实施“多证合一”，同时采取“一
单告知、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次核
查、一标审批、一证准营”，实施行业
综合许可登记，实现“一个行业一张
综合许可证”。这意味着，企业只需
在经营场所公示《行业综合许可证》，
便能实现“一证准营、一码亮证”，真
正打通企业从申请营业执照到开门
运营的“最后一公里”。

（下转A3版）

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召开后，我市
各地吹响冲锋号角,以实际行动贯彻落
实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在新的一
年里，以“起步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勇
立潮头浪尖，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加快
建设“一枢纽五城市”，为南通更好发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支点作用，奋力
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扛起
使命，勇毅前行。

金光纸业基地项目2、3、5、6号生产
线厂房封顶，施工队快速推进内外装饰，
7号生产线厂房一天天长高。元旦期
间，如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
工地一派繁忙景象。“市委明确要求如东
建设‘全省向海发展先导区、全国绿色能
源示范城’，我们责无旁贷，全力聚焦重
大项目建设，凝聚起推动如东蓄势突破、
向海图强的强大动能，打造江苏沿海新
的增长极。”如东县委书记陈慧宇表示，
继续实施重大项目专班服务机制，推行

“订单式”服务，确保全年新开工10亿元
以上项目不少于20个。

向海发展、跨江融合，交通先导是加
快建设“一枢纽五城市”的关键词。启东
市委书记李玲说，开年就是开跑，启东正
铆足“抢”的劲头，强化“争”的意识，激发

“拼”的斗志，在抓项目、提质效上竞跑，
在创特色、夺牌子上领跑，将聚焦港口开
发，更大格局统筹江海联动发展。以吕
四大港为主引擎，提升向海发展水平；以
接轨上海为主抓手，提升跨江融合水平；
以园区平台为主阵地，提升开发开放水
平。海门区委书记郭晓敏说，海门坚持
产业联动，探索共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
信息化共享平台，精准嵌入产业链条，主
动承接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苏州
产业转移扩张，打造上海、苏南企业战略
性布局和升级型搬迁首选地；学习借鉴
苏南“一区多园”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与
沪苏共建产业链协同创新示范基地，支
持开发区加快推进江苏自贸区联动创新
发展区建设，与昆山、吴江等苏南园区协
作共建“跨江融合示范区”，构建共用共
享的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近年来，如皋
将交通作为城市枢纽建设的主抓手，“公
铁水空”立体交通格局已然形成。

（下转A2版）

本报讯（记者刘璐）元旦小长假期间，我市消费品市场商
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消费市场繁荣发展。3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了解到，全市74家商场、超市、汽车4S店、家电卖场共
实现商品零售额3.85亿元，同比增长12.9%。3家农批市场实
现销售2.04亿元，同比增长9.9%。

自去年12月11日全省冬季购物节活动启动以来，我市
各县（市、区）、各大商超、商业综合体纷纷精心设计推出了一
系列形式丰富、优惠力度大的促销活动，给消费增长带来较大
拉动。据统计，全市线下平均优惠力度在7.5折，市区文峰大
世界、八佰伴、万象城、万达4大商场推出“2022很得替”“万象
更新元旦欢喜”等活动，3天实现销售额9209万元，同比增长
13.6%。启东市吾悦广场、文峰大世界等3家商场举办“向尚
而生，逐梦前行”等主题活动，总客流量累计突破50万人次，
销售额累计突破4100万元。此外，海安、如东等地在吃穿购
等领域推出折扣、返券、抽奖等优惠活动，吸引不少人气。

元旦假日盘点

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74家重点企业零售同比增12.9%

本报讯（记者俞慧娟）记者昨天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元
旦假日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有序，未接到生
产安全事故及其他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信息报告。

为切实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节前及节日期
间，市县两级党政领导干部严格按照“党委领导包板块、政府
领导包条线”要求，率队赴板块、到条线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
查，通过以上率下，督促全面抓实抓细工作责任和举措。元旦
期间，市区县安委办成立专门的督导组，以强有力的督导检查
推动各项责任措施落实落地。

节日期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
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市应急管理
局带班领导每日不定时开展视频点名调度，及时传达国家、
省、市安全生产防范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各县（市、区）应急值
守、安全防范、信息报送以及督查检查等工作进行部署、抽查。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各项责任措施落实落地

坚持创新引领、产业转型，激发第一动力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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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人种牙的机器人，可“变身”
为电视的玻璃，打破国际垄断的高功
率半导体激光芯片……上周召开的
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项目观摩活动
中，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科创型项
目，令与会者印象深刻、惊喜连连。
它们的背后，是一群专业型、创新型、
龙头型企业的崛起。

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和科学
部署下，全市上下积极打造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大力培育
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科创企业，一批又一批体量大、
质态优、带动能力强的“高精尖”项目
涌现，推动全市产业结构加速蝶变，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为我市更好发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支点作用，奋
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注入强大动能。

遍地开花
科创集群厚积薄发

2021年，1790家企业申报高新
技术企业，较上年增加160家，高企
总量预计达2350家；832家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524家通过认
定；3907家企业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评价，是上年的2.5倍。从市科
技局发布的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我
市科技企业集群正加速构建，科创主
体竞争力稳步提升。

近年来，我市强化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上下功
夫、求突破。率先在全省实施大中型
工业企业和规上高企研发机构全覆
盖工程，建成省级以上企业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411家，去年新增21家。星
球石墨、联测机电在科创板，恒辉安
防、江天化学、海力风电在创业板成
功上市，大地电气、鹿得医疗、通易航

天首批登陆北交所。
依托完善的实验室检测中心、专

业的研发团队、智能自动化生产设
备，如东经济开发区恒尚新材料项
目，年产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2400
吨、高性能纱线产品3200吨、高性能
防切割针织手套400万打；位于南通
开发区的新松机器人项目，总投资
50亿元，涵盖7大机器人产品、6大
工业4.0生产线，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通州的度
亘光电新材料及元器件项目总投资
50亿元，力争通过3-5年发展，建成
国内最具竞争力的高端光电材料和
器件产业基地之一；位于南通高新
区的富创集成电路零配部件项目，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装备产业设备和
部件加工、制造，多项技术打破国外
垄断……

越来越多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的项目，依托量质齐升的科创孵化载
体，遍布全市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等多条产业链，集群化效益
明显。目前，全市拥有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11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3
家，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
业产值比重已超过48%。

强链补链
“单项冠军”风头正劲

走进海安高新区，总投资20亿
元的铁锚核电高端装备项目投产半
年效益喜人，年应税销售20亿元、税
收2.2亿元。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长期
深耕玻璃产品领域，其轨道交通玻璃
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如今，
企业开展核循环后端的装备研制，是
国内唯一能提供全系列机械手产品
的企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抢占市场先机、获得行业
话语权，这样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企业，我市目前已有20家，总数
位居全省第三。

“他们的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
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
列，且所属产业与我市正着力打造的
16条优势产业链高度契合，对强链、
补链带来积极作用。”市工信局相关
负责人感言，“2019年南通获评‘单
项冠军’企业10家，如今已经翻番！”

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全球
细分行业最高的发展水平、最强的市
场实力，是制造企业的第一方阵，堪
称制造业企业江湖里的“最高段
位”。如今，方阵中频现“南通身
影”：中天科技海缆关键技术突破全
海深海域，在我国深海光电传输领
域创造了25项全国第一或唯一；力
星通用钢球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广泛应用于世界著名品牌汽
车、精密电器、大型风电设备的关
键部件中；神通阀门果断砍掉全国
市场占有率低于30%的产品，专攻
特种阀门的研发、生产和营销，冶金
特种阀门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超七
成……依靠独有而强大的核心竞争
力，“单项冠军”企业市场前景广阔，
为我市建设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
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优化结构
“专精特新”群星闪耀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内，总投资
33亿元的神马电力二期项目厂房已
经封顶。未来，这里将有4个数字化
工厂、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预计年产
值可达30亿元。该项目属于智能电
网新材料创新项目，具有产品设计、
材料配方、制造工艺的全部自主知识
产权，并采用工业4.0级的自动化、数

字化建设方案。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

我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代表
之一，其电站复合绝缘产品市场占有
率全球第一，产品服务于全球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董事长马斌两次荣获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累计制定 1项
IEEE国际标准、3项国家标准、4项行
业标准和7项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

以神马电力为代表的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市共有27
家，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有 13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
171家。“这类企业一直专注于细分市
场，创新能力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所以市场占有率高、质量效益优，是
业内排头兵。”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
用“小而尖”“小而专”“小而美”来形
容这类企业，他们拥有各自的“独门
绝技”，在产业链上具备一定的话语
权。比如四方科技，在上世纪80年
代果断决定开发冷链装备产品，经过
20多年坚持不懈的专注开发，坐稳全
国行业龙头的位置；南通振康长期致
力于焊接送丝装置、高精度工业机器
人及核心部件等精密自动化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成为国内焊接行业、工
业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国内高精
度RV减速机研发生产标杆企业。

数据显示，与面上规上工业企业
相比，“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的质量效益普遍较好，发
展优势较为明显。2020年，47家企
业累计实现应税销售近340亿元，平
均税收4500万元。

对一座城市来讲，制造业是发展
的基础，也是核心竞争力。南通正以
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一批行业地位
突出、专业技术领先的高成长性企业，
串珠成链，实现制造大市向制造强市
的跨越，奋力点亮江海“制造业之光”。

本报记者 朱蓓宁 刘璐

如皋“一业一证”改革再升级——

企业开办零成本 证照政策一袋拎

记者记者 丁晓春丁晓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