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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
雨 最低温度 17℃左右 最高温度
26℃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本报讯（记者严春花）23日上午，“奋进新江苏 建
功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之经济发展专场
在南京召开。省发改委、省统计局、省工信厅、南京市、
南通市等相关负责人到场。发布会上，我市介绍了南通
近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目标任
务和重点工作。

近十年，南通突出创新转型，持续追赶超越，顺利
跻身“万亿城市”。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成功突破

万亿大关，2021年达到11027亿元，占全省比重提升1
个百分点，所辖县（市、区）经济总量均超千亿元，市场主
体突破110万户，企业数超过30万家，存贷款余额均超
万亿元。

近十年，南通推进陆海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奋力打
造“江海门户”。海安、如皋、海门开发区和南通高新区
相继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南通综保区、国家级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 （下转A2版）

分类整治1685个入河排口、121
家区外涉水企业，推进覆盖189个村
近8万户的生活污水治理入户工程，疏
浚57条总长155公里的县镇河道，新
建265公里长的生态河道83条，整治
335个蓄积黑臭水体的废沟塘……

今年年初，如东县委县政府响亮
提出奋战“水质达标决战年”。如东
生态环境局、住建局、水务局等部门
和 17 个镇区闻令而动，以“第一人
称”挂图作战，奋力打赢治水剿劣攻
坚战。一季度，全县17个市考以上断

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优Ⅲ比例同比
提升11.8%。

生活污水应收尽收

“过去都是直排河道，有了纳管处
理设施，生活污水变成了蔬菜的有机
肥。”17日，记者来到栟茶镇兴凌村17
组村民葛九明家，屋后，刚刚调试结束
的分散式小型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派上
用场，葛九明一家成为北凌河片区679
户受益者之一。

葛九明家屋前是北二级河，西侧
是南连栟茶运河、北接北凌河的五灶
港河，这个区域地处垦区，农户分散，
如东县住建局选用分散农户生活污水
片区化治理模式。中机国际中标后，
项目部进驻兴凌村和兴灶村，施工人
员挖出坑塘，埋入三仓反应器，再分头
安装厨房污水、生活洗涤、沐浴污水和
厕所污水的入户支管，埋设检查井、预

沉井、沉泥井、隔油井。据介绍，生活
污水生化处理后，粪污转为有机肥留
在渗透层，成为庄稼的肥料。

补齐生活污水治理短板，农户不
出一分钱。今年如东实施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二期工程，统一规划布局、统一
实施建设、统一组织运营、统一政府监
管，县住建局申请获批政府专项债
12.5万元，采用设计、采购、施工及运
营一体化的总承包模式，推进片区化
治理，实施到位后，15个镇区189个村
近8万农户受益。

碧水工程全面铺开

碧波荡漾，鱼游虾跳，两岸新栽的
垂柳、红叶石楠长满翠绿的新叶，坡面
披上绿色植被。位于南通外向型综合
农业开发区东海社区的南横河，地处沿
海垦区，曾经河坡严重塌方，杂草丛生，
水系不畅带来水质恶化，（下转A8版）

“不仅融资问题得到了专业解答，还找到了更优惠
的物流方案，这个会给我的惊喜太多了。”“听到集群集
采、链内配套这样的解决方案，很兴奋。降成本增效益
是我们最关心的。”日前，海安市十大产业集群银政企
对接座谈会刚结束，在场企业家纷纷与各物流单位和
银行负责人加微信，直呼这样的会议让他们少走了不
少“弯路”。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背景下，
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企业发展信心受挫。支持企业挺过
去、强起来，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和首要任务。

畅通物流渠道

5月15日凌晨3点40分，一列满载着出口货物的
中欧班列从海安铁路物流基地缓缓驶出，奔赴万里之
外的越南河内，这是今年开行的第17列中欧班列。据
了解，该趟班列共装载集装箱35个，货物包括聚氯乙
烯树脂、办公用品、纺织品等。

物流链连着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脉络。年初以来，受疫情管制、部分高速路口封闭等
因素影响，多式联运优势日益凸显。作为南通乃至长
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货运枢纽之一，上海铁路局海安
物流基地当好“攻坚兵”，保障基地发货、到货以及铁海
快线班列和跨境班列的常态化开行，全力服务海安及
周边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

招引金融活水

“这笔资金到账，能助力我们挺过这一波疫情的冲
击。”日前，江苏嘉宇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晓华成功提交了300万元海安农商银行“苏科贷”申
请。据了解，随着嘉宇特种装备这一笔“苏科贷”顺利
办理，海安农商银行累计发放“苏科贷”9000万元。

早在3月下旬，海安市金融业联合会就已经向全
市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金融机构，各地方金融组织
发出“春风行动”倡议书。随后，海安金融业“春风行动”
座谈会召开，海安市政府负责人、机关部门负责人与南
通银保监局、南通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10多家金融
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助推“金融活水”稳企纾困。

目前，全市单位贷款加权平均融资利率4.9%，较
年初下降0.07个百分点；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平均发行
利率为4.59%，同比下降1.03个百分点；（下转A3版）

一季度，南通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税增幅
1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现价产值增幅10.1%。

本月中旬，全市一季度项目观摩点评会上，南通高
新区被评为一季度项目考评先进单位，获得流动红旗。

年初以来，南通高新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坚持主导产业不动摇，通过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建成创新创业发展链条等方式筑牢产业优势，推动园
区高质量发展。

鼓励科技创新

疫情之下，园区经济指标逆势上升的关键原因是
企业坚持科技创新。

近日，江苏华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出国
内首颗PCIe5.0SSD存储控制芯片，并在台积电成功流
片。目前，公司正紧锣密鼓进行流片样品内部验证工
作，预计今年下半年投入量产。该产品可满足我国新
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高速存储需求，填补国内高端存
储主控技术空白。

华存电子是2017年9月落户南通高新区的一家高
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成长积累，已在物联网和桌面端
领域获得广泛认可，2021年销售收入达7064万元。

近年来，南通高新区扎实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双五”企业等创新企业梯队
培育工作，聚力推动科创企业量质齐升。截至目前，南
通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44家、“瞪羚”企业40
家、专精特新企业29家、雏鹰企业12家、省潜在独角兽
企业2家。

打造科创载体

昨天，在江苏希太芯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工
作人员正在无尘环境下实验晶圆量测装备。该公司
2020年落户于园区内的江苏通科科技企业孵化器。

“我们在孵化器内享受‘3年免租金、3年租金一
半’政策。”公司常务副总俞智勇介绍，2021年企业分
别获得市江海英才计划、省双创人才计划、通州区“510
英才团队”资助，共计500万元。今年公司销售额预计
超3000万元。

前不久，江苏通科科技企业孵化器被认定为“国家
级”孵化器。拥有孵化面积约2万平方米，现有在孵企
业58家，累计毕业企业26家。 （下转A3版）

本报讯（记者卢兆欣）我市以强国复兴有我——“牢记谆
谆嘱托 建设幸福南通”为主题，广泛组织开展100项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主题宣传活动相关情况。

据了解，强国复兴有我——南通市“牢记谆谆嘱托 建设
幸福南通”主题宣传，共涵盖7大类100项重点活动，贯穿全
年。7大类活动为：“喜迎二十大
见证新南通”学习体验活动，“学习
新思想 喜迎二十大”万场宣讲进基
层活动，“榜样引领前行 奋斗成就
梦想”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赓
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宣传教
育活动，“喜迎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
青少年教育实践活动，“喜迎二十
大 网聚正能量 南通更出彩”网上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喜迎二十大
幸福连万家”群众性文化活动。

我市开展“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传

7大类100项活动贯穿全年

本报讯（记者吴霄云）“我们要充分利用深圳驻点平台，
瞄准重大项目、科创项目及外资项目招引，主动出击粤港澳大片
区，争取更多的优质项目在通州湾落地开花。”昨天，通州湾示范
区深圳驻点招商小组组长方林忠表示。一周前，通州湾示范区5
支驻点招商“小分队”宣告成立，包括方林忠在内的15名“精兵强
将”奔赴经济发达地区，开启为期3个月的驻点招商工作。

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通州湾示范区优化招商模式，将驻
点招商作为落实“招商引资突破年”要求的重要举措，全力攻
坚二季度招商引资工作。选派专业招商部门精干力量，搭建

“1+2”模式工作力量，原则上为各局中层以上干部，配专业招
商工作人员2名，任期不少于3个月。经过专业招商培训后，
驻点招商队伍将立足省内昆山、太仓、苏州吴中区，省外深圳、
绍兴等地，紧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西安、沈阳等一线城
市，发掘信息，搭建桥梁，以优质服务促进项目落地投产。

“纺织业是绍兴传统优势产业。此次我们驻点绍兴，按照
纺织产业招商路线图，深入推进产业链招商和精准招商，力争
做强做大通州湾现代纺织产业园。”绍兴驻点招商小组组长倪
伟介绍，团队已联系上市公司、头部企业近十家，获取有价值
项目信息20余条，近期将有针对性地拜访相关企业。

2022年，示范区不断健全招商网络。聘请苏南地区专业
招商顾问，拓展项目资源，搭建合作渠道。建立“优秀招商经
理库”，实施“名师出高徒”一对一培训，助力提高招商水平。
优化招商考核，开展季年评比相结合、团队奖与个人奖相分设
的英雄榜评比活动，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积
极探索“云推介”“云洽谈”“云签约”等招商模式，一季度，“云
签约”2个重大项目，组织“云洽谈”近30次。

今年截至目前，示范区新签约、新注册亿元以上项目18
个、总投资120亿元，其中10亿元项目5个、5亿元项目5个；
新增1亿美元以上合同外资项目2个。

瞄准经济发达地区主动出击

通州湾示范区驻点招商

扫描二维码
了解活动详情

聚焦南通企业家日

赓续先贤初心
凝聚奋进力量

——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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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台
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乡村建设
行动路线图明确

确保到2025年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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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江苏 建功新时代”经济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南通亮出近十年
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重点断面水质全部达Ⅲ类——

全域治水全域治水 水润如东水润如东

昨天昨天，，在位于海安大公镇的鹏飞在位于海安大公镇的鹏飞
集团集团，，工人在生产车间忙着加工销往工人在生产车间忙着加工销往
国内外的产品国内外的产品。。 记者记者 许丛军许丛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