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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上市企业是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
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地方发展质
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尺。目前，崇川区
有10家上市企业，另有6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跃居全市首位。

“正在申请的贷款进展到哪一步
了？还有什么需要帮忙协调解决？”2
月7日，2022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崇川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
发展科科长王蓉来到“上市苗圃”培育
企业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收集
企业需求。

为构筑可持续的上市后备企业梯
队，崇川区全方位实施以企业上市为
核心的“上市苗圃培育”工程。该区
力争到2024年末入选“上市苗圃”
培育企业不少于50家，上市企业总
数达16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超350
亿元。

全市领跑，
“崇川板块”量质齐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核心，资
本是推动发展的关键力量，上市企业
则是资本市场的基石。过去一年,随
着大地电气、泽宇智能两家企业分别
在北交所、创业板上市，资本市场“崇
川板块”加速壮大，多层次资本市场齐
头并进，为崇川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产业能级提升提供着源源动力。

“借助资本市场，企业融资能力得
到极大提升。产业和资本的融合不仅
加速了企业自身的快速发展，也成为
推进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崇川
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耿拥军介绍。

2020年4月，京源环保成功登陆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为南通科
创板第一股。通过产业+资本双轮驱
动，京源环保在6年时间内公司市值
大幅增加。发展壮大的京源环保不仅
成为我市环保产业龙头企业，还吸引
了十数家上下游企业来通落户。

纵观近年来崇川区上市企业的构
成，其中既有船舶海工等南通传统基
础性产业，也包括环保、车联网等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的规模逐步扩大，质
量、数量齐升，充分体现出崇川区实体
经济发展潜力。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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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启东吕四港区东港池北
侧的1000亩土地上，嫩草悄悄露了
头，似乎在欢迎它的新主人。

作为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卫华集团在考察多个地方后，
最终“落子”吕四港。“启东的激情高
效、诚信务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江苏卫华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文晟谈起选择启东的缘由，言语间
满是真切。

考察路线临时多了个站

去年3月12日，吕四港经济开发
区招商局局长钱剑在去往北京的高
铁上，接到北京招商点同事的电话：

“卫华集团明天去南通考察选址。”经
过一番信息研判，钱剑立马向园区领
导汇报，得到“马上跟进”的答复后，
还未到站的钱剑就在手机上订好回
启的车票，当即折返。

13日，吕四港招商团队通过相关
协会向卫华集团发出诚挚邀请，卫华

集团投资团队了解后，在原有考察计
划中临时增加了吕四港选址。“我们
这次选址主要是为生产港机设备寻
找合适的地方。”本来只是“盛情难
却”的投资团队在对吕四港的区位、
港口条件、土地资源、发展潜力等全
方位考察后表示：园区非常符合项目
的选址要求。

半个月敲定签约时间

卫华集团是我国产销量最大、品
牌影响力最强的通用起重机械制造
行业领军企业，其工业起重机产销量
全国第一、世界第二，2020年销售收
入达137亿元。“起步港区投入运营
后，我们亟须这样的‘大块头’来支撑
提气。”对于卫华这样的百亿级企业，
钱剑丝毫不掩饰“占有欲”。

想要和得到之间，最重要的是做
到。3月20日，吕四港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安排工作专班奔赴河南长垣市，
确认卫华的投资需求，并迅速将项目

信息上报启东市政府。10天后，启东
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豫拜访卫华
集团，双方“一拍即合”，明确投资意
向，商定5月底签约。

“我们去河南拜访的时间都在休
息日。”对于项目的快速敲定，钱剑认
为除了双方需求非常契合外，启东的
诚意和速度，也深深打动了卫华集团。

1小时完成注册手续

“有事你随时打我电话或者发我
微信沟通，不管什么时间。”这是4
月2日至5月16日期间，钱剑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

自打明确投资意向后，卫华集团
提出了一揽子项目需求清单。为把

“需求清单”转化成“满意清单”，吕四
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建工作专班，
第一时间逐项予以研究答复，并根据
双方沟通情况开始起草投资协议。
双方通过会面、电话视频等形式进行

了数十次高频沟通，最终敲定正式投
资协议条款。

5月17日上午，卫华集团按照既
定计划需在启注册成立江苏卫华海
洋重工有限公司。因有其他公务在
身，卫华集团工作人员在启逗留时间
仅为半天。原本复杂的注册手续在
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建设银行、投资
促进局的通力协作下，仅花1个小时
就完成营业执照申领、银行开户和税
务登记。“原来启东的高效和周到无
处不在。”卫华集团工作人员对于“神
速”注册赞不绝口。

5月25日，启东市政府与卫华集
团正式签订总投资100亿元的高端
智能港口机械项目。“73天，百亿级项
目落地。”一路跟踪卫华项目的钱剑
心中的石头落地。现在，那1000亩
土地上的小草迎着海风摇曳，为开工
在即的项目注入盎然生机。

本报通讯员 潘瑾瑾

组建工作专班，把“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

73天，百亿级项目落地吕四港

本报讯（记者何家玉）13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的天汉
楼广场上一派热闹景象，汉中市2022年春风行动暨苏陕协作
现场招聘会正在举行，200多家企业为汉中求职者带来工作
机会，仅我市的20家企业就提供了10397个岗位。这是我市
节后首场跨省赴外现场招聘，也是汉中市在省内疫情防控常
态化以来举办的首场大型线下招聘活动。

多年来，南通与汉中积极响应国家东西部对口协作战略，
在两省率先开展人力资源对接协作、率先共建人社服务基层
平台，通过“精准化对接、精细化服务”，外出务工、首选南通的
就业口号叫响汉中大地。

节前，市人社部门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用工需求调查，“在
调查的一万多家企业中，有一半都有用工需求，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难题，我们责无旁贷。”据市人社局就管中心副主任张青
介绍，为抢抓时机，他们组织中天科技、中天钢铁、金光纸业等
企业，在元宵节前就来汉中开展招聘和劳务对接，“这边有部
分员工还没有返岗，我们想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希望企业能够
有好的收获。” （下转A2版）

南通赴汉中开展现场招聘

20家企业提供万余岗位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源头”和“活水”。总投资100
亿元的卫华港机项目在吕四港抢滩布局，将推动大通州湾

港口“流量”转变为经济“增量”。有人形象地说，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客商是
“船”，招商就是借“船”；资金是“风”，引资就是乘“风”。73天，百亿级项目落
地，就是启东借“船”乘“风”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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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军君）近年来，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城市中新能源汽车的
身影越来越多，为更好满足电动车充电

“刚需”，我市去年将“建设300个公共充
电设施”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13日，记
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截至2021年
底，我市共建设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场
站53个，公共充电桩468根，全部上线
运营，超额完成建设任务。

13日一早，来自如皋的网约车主
冒先生就来到位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世茂广场附近的南通交投集团特来电
充电驿站为爱车充电。“早上接了一单
从如皋到南通开发区的生意，到这里补
补电，这儿不仅有厕所，还有空调、热
水，太周到了。”驾驶新能源汽车3年
多，冒先生觉得充电越来越方便，公共
充电设施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利
用大数据为充电桩规划建设‘精准画
像’，从11个备选地点中优中选优，最
终确定5个地点作为第一批公共充电
桩的建设地点，让充电桩建设从‘简单

粗放’迈向‘精耕细作’。充电设施全部
应用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的两层安全防护技术，通过大数据防护
层和CMS（充电管理系统）主动防护
层，在充电过程中对电池温度、电压和
升温速度等维度进行监控、分析，一旦
发现数据异常会及时预警并主动断电，
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新能源车辆充电过
程中的烧车事故，保障充电安全。”作为
南通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运营主体单位，
南通交投集团与特来电合资成立的南
通智慧充电网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爆发
式增长，截至去年底，南通中心城区电
动汽车保有量已达1.5万辆，买车容易
充电难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公
共充电设施不足、老旧小区建设自用充
电设施存在困难等民生痛点，彻底打
通新能源充电“最后一公里”，我市持
续加大新能源公共充电桩建设力度，

“十三五”期间，南通市区公共充电设

施数量增长超过2300个，年均增长率
约34.9%。

2021年底，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联
合南通交投集团编制了《南通市“十四
五”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规
划》，全省首家由市政府办公室发布施
行，着力加密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缩
短服务半径。规划到2025年，在南通中
心城区布局公用充电桩约1.5万个，逐
步构建服务半径最大不超过1.5公里的
公共充电设施服务网络，让充电像加油
一样便捷。

下一步，我市将会加大投资管理力
度，让充电站的配套设施、配套服务、场
站管理、运营维护方面得到质的提升；
还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公共
区域重新规划、取缔私占车位、调整内
部道路等方式进一步释放公共空间，扩
增充电车位，并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
停车位充电设施建设，以满足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有效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
充电难问题。

去年我市新增468根公共充电桩

让新能源车出行不再“里程焦虑”

⑩

昨天，崇川区唐闸
镇街道“元宵冬奥缤纷
乐 雏鹰少年共团圆”
2022民族一家亲元宵
喜乐会在南通市西藏民
族中学举行，40多名
藏族学生身着特色民族
服装与非遗传承人、社
区党员志愿者等欢聚一
堂，猜灯谜、剪纸、绘
奥运吉祥物冰墩墩和雪
容融，制作冬奥主题花
灯，感受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

记者 许丛军摄

全心全力为市场主体提供
“办事最便捷”政务服务环境

■A2看南通·要闻 详见今日《江海晚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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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
汽车充电都很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