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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从上午 10 点 30 分
交资料，到下午 4 点完成营业执照
申领、公章刻制、银行开户、涉税业
务办理整套流程，苏州容熙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很惊讶，“真没想到
啊，这么小的银行也可以代办工商
注册，省了不少时间成本”。

4月中旬，泰隆银行苏州分行与
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审批局合作建立
的“登记窗口服务”正式开通，实行开
办企业“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将原
本需要在多个部门办理的企业咨询、

营业执照申领等一系列服务全部通过
银行设置的一个窗口一站式办理，时效
上由原来的 15 个工作日提高至 24 小
时内完成。今后在苏州地区注册登记
的企业，均可在泰隆银行苏州辖区内网
点办理企业注册、工商登记等业务。

相比于其他商业银行，泰隆银行
苏州分行规模小，以精准服务小微企
业为差异化竞争的抓手。在加大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
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小银行的压力显然更大。“我们可以为
小微企业提供从‘出生’到成长的全部
流程，希望企业来了就选择我们。”该
行行长张丹峰说。本报记者 赵伟莉

“小银行”也可代办注册

本报讯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日前公布 2019 年中国化工
园区 30 强和潜力 10 强名单。在中
国化工园区 30 强中，江苏占据 8
席，其中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位
列第三位，中国化工园区潜力10强
中，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
云港徐圩新区）入选，排名第四位。

截至去年底，全国重点化工园
区或以石油和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
业园区共有 676 家。其中，国家级
化工园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
新区）57 家，省级化工园区 351 家，

地市级化工园区268家。
在单项排名中，南京江北新材料科

技园分别位列经济总量（产值）第一名、
利润总额第一名、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第
三名、单位面积产值第三名、单位面积利
润第五名；扬州化学工业园区位列单位
面积产值第二名，单位面积利润第二名；
泰兴经济开发区位列石化利润率第二
名、累计固定投资第四名；江苏高科技
氟化学工业园位列石化利润率第三名；
镇江新区新材料产业园位列石化利润
率第四名；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位列单
位面积产值第五名。 （付 奇）

2019中国化工园区30强公布
江苏占据8席

特 写

4月20日，谷雨。苏州市光福镇
香雪村进村路上，拉树的车辆络绎不
绝。在自家苗圃里，村民孙祖浩正指
挥吊机小心翼翼将一棵棵精品景观
树装上货车。两天后，这批价值数十
万元的苗木就将抵达湖北武汉。

“这几天，我们除了要加急修剪
苗木枝条，还要赶在气温升高前，迅
速安排外地订单，进行苗木移栽。”今
年64岁的孙祖浩是村里有名的种树
能手，也是业务广泛的“苗木经纪
人”，凭借几十年积累的关系网，老孙
每年都能把自家和村民价值数百万
元的树苗从光福销往全国各地。

在香雪村，像孙祖浩这样从事苗
木产业的村民超过3000人。这个因
中国传统赏梅四大胜地之一“香雪
海”而得名的村庄，每年冬春时节，漫
山遍野梅花开遍，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赏花。这一从清朝康熙年间延续至今
300多年的美景，也造就了村民栽花种
树的传统。旅游旺季，村民抢抓“赏花
经济”，淡季就开始做“种植文章”，香雪
村绿色产业一年四季有看头。

“我们村紧邻太湖，地处生态红线
内，发展工业有严格限定，因此，依托
传统基础发展花卉苗木种植产业，既
是呵护青山绿水的必然选择，也是富
民强村的现实所需。”香雪村党委书记
倪青介绍，通过种好“一棵树”，村民腰
包越来越鼓，去年，全村苗木产业产值
超过3.5亿元。

走进村里占地200多亩的花卉苗
木市场，桂花、梅花、红枫、樱花、雪松、
海棠、女贞、黄杨等400多种绿化景观
花木遍植其中，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
大型植物园。

“在这里，一块承包地就是一个摊
位，每个摊位半亩到5亩不等，一共展
示着170多家苗农的特色产品。”倪青
说，前些年，村民普遍种植香樟、广玉
兰、桂花“老三样”，一亩地种出几百棵
苗木的总价值不过一万多元，不少苗农
看不到前景，就把林地荒废了。近几
年，随着市政工程景观、房地产景观的

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对工程苗的需求不
再是求“种满”，而是更多的求“好看”，
对花树、变色叶树、造型树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村里瞅准这一市场动向，以精
品特色花木和苏派盆景为引领，迅速调
整传统苗木种植结构，抢攻高端市场。

转型，让苗农尝到甜头。“现在这
样一棵造型别致的罗汉松，至少能卖
出几万块！”指着自家摊位里一棵被金
属丝扎起的罗汉松，村民陈慧向记者
介绍，精品景观树、造型树要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去培育，有的树甚至要花
上几年到十几年的功夫，但慢工出细
活，造型树的文化和技术附加值高了，
亩均产值也上来了，家里靠着一个摊
位每年就可赚来几十万元。在村里和
镇里花木协会指导下，陈慧还在前不
久被认定为苏州市新型职业农民。

目前，光福全镇花木种植面积已超
过5万亩，储存的花卉苗木价值高达数
十亿元，“中国花木之乡”品牌越擦越
亮。为破解山多地少限制，苗农们还通
过“组团”到外承包开发3万多亩园地，
将特色花木种植、销售、运输、养护为一
体的“美丽经济”布局到长三角更多地
区，光福苗木产业实现质量齐增。

“内外携手，带来更大机遇！”作为
香雪村最早一批走出去的村民，顾建
波在南通海门承包 200 亩苗圃，他的
公司通过推动本地培育、异地引育，每
年都从村里带走大批树苗，又为村里
反馈回来具有市场前景的种植品种信
息，大大拓展发展空间。

龙头企业带动，光福花木产业朝
着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光福镇绿化办主任杨吉介绍，全镇目
前形成政府+公司+基地+农户“四位
一体”的生产模式，龙头企业和专业合
作组织逐步与农户建立互利共赢关
系，几个龙头企业每年收购农户的苗
木达数千万元，成为带动全镇农户增
收致富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今的光福，春有樱花、夏有木
荷、秋有桂花、冬有梅花，大片经济花
木扮靓各个山头。凭借这样独特的

“颜值”，全省首条国家级登山健身步
道也花落光福。按照“一山一品”规划
思路，光福还将在各个山头继续扩大
种植不同种类花木，通过这条步道的
有机串联，打造一条农文体旅深度融
合的生态休闲走廊。

本报记者 盛 峥

“一棵树”这样撬动美丽经济

花木满山头，家家户户有奔头

结对共建、优势互补
以新理念探索发展新局面

将党建活动作为展示形象、对外
交流、链接资源的重要平台，促进行
内各级党组织与地方政府、金融同
业、企业客户、社区 （村镇） 等机构
和单位党支部结对共建，是邮储银行
江苏省分行系统强化党建的重要路径
与经验。

党建“结对共建”，有利于打破
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党建工作模
式，积极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和方
式。5 月 22 日，邮储银行淮安市分
行党委与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开展党建联创活动，举行党建

“结对共建”启动暨签约仪式。仪式
上，双方表示，将把此次活动作为促
进党建交流、发展协作的重要契机，
实现党建与业务等各个层面的互相促
进、共同发展。下一阶段将充分发挥
共建平台优势作用，将党建工作与经
营发展有机结合，共同锻造坚强战斗
堡垒，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促进银
企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务实不务虚，以党建共建带动协
同共享，从而实现携手共进，开拓出
发展新路径、新局面，这是邮储银行
江苏省分行党建工作的特色经验。

去年 12 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徐州一周年前夕，邮储银行江苏
省分行党委联合新华日报社、徐工

集团，在徐州全面推动三方党建共
建结对联盟。该行党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银行、传媒、装备制造三方
所处领域、业务经营迥异，在新发
展理念引领下，能够在相互补益、
资源共享、充分互动的基础上，共
同探索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方
法、新思维、新路径，共享高质量
发展新成果。此外，为进一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徐州时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三方还共同组织开
展了“学习路上·一路‘邮’你”
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三方党员
代表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深入徐
工集团车间、走访贾汪潘安湖、探
访马庄社区、瞻仰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切身感受制造业发展、乡村
振兴、生态建设等场景及成就，既
提升了自身使命感，又增强了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协同提升、共谋共促
以“五模式”开拓党建新路径

举一纲而万目张。党建工作的核
心要义，在于把思想政治优势转化为
企业的发展优势与核心竞争优势。近
年来，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在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总结出支部结对
共建“五模式”，为全辖以党建促进
业务融合发展提供了样本。

五种模式，各有侧重，且注重实
效。“党建共引”，以支部共建为抓

手，以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突破
口，依托联合开展集中学习、联合过
组织生活、联合开展党课教育等形
式，探讨解决基层党建工作遇到的新
情况、新问题，实现双方党组织互相
促进、共同提升；“思路共谋”，强化
思路引领，在年初、半年、旺季营销
前等关键节点，结合各自经营实际，
共同探讨、交流下一阶段经营发展思
路；“业务共促”，围绕以党建工作促
进业务发展，加强工作沟通和信息交
流，就共建双方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采取座谈、研讨等形式，做到相
互借鉴、汲取经验，针对各自发展中
的薄弱点，加大相互支持帮扶力度，
促进双方补齐短板；“难题共解”，围

绕全省深化转型发展这一主题，在推
进破解各自发展难题的征程中加强智
力支持，互商互助，及时联系沟通工
作开展情况、业务发展遇到的难题，
共同寻求破解方法；“能力共建”，以
送教上门、互派学习等形式，促进双
方各方面能力提升工作。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在党建
“五模式”引领下，近一个月来，扬
州邮银双方、扬州江都支行与徐州新
沂支行、无锡宜兴支行与常州金坛支
行纷纷举行了党建结对共建活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局，正在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系统内形成。

褚 燕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激活高质量发展“红色引擎”
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的体现，是实现科学

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企业的“根”和“魂”。新时代，强“根”铸

“魂”，持续提升红色竞争力，国有企业肩负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

作为扎根江苏、服务江苏的国有银行省级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江苏省分行自成立以来将党建作为统筹全局工作的重要抓手，持

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致力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在依靠党建凝聚思想、促进交流、协同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有益

且富有成效的探索。

1999年5月28日，南京地铁集
团的前身——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
司挂牌成立。到昨天，南京地铁正
好满 20 岁，累计安全运营 5016 天，
累计安全运输超过63亿人次。

20 年，南京地铁从无到有，由
线成网，运营里程从 21.72 公里到
378 公里，占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
量的比例从5.8%上升至55%，早已
超越地面公交成为客运第一主力。
正青春的南京地铁，是挑起公共客
运重担的生力军。

从梦想到现实

南京人的地铁梦由来已久。
1984 年，20 名人大代表就此提出
议案。随后，南京市很快成立综合
交通规划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开展
地铁的规划研究。

1999年4月15日，原国家计委
正式批准南京地铁 1 号线立项。次
月28日，南京市地下铁道工程建设
指挥部、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成

立。当年底，南京拿到开工报告等批
准文件。2000年12月12日，在占地69
公顷的小行地铁车辆基地，江苏省首条地
铁线——南京地铁1号线正式开工。

数年奋战，地铁 1 号线于 2005 年
9 月投运，此后，南京地铁建设进入高
速发展期。从 2005 年到 2018 年，仅
用 13 年时间，南京地铁就实现 10 线
齐发，174 座车站遍布城市，运营里程
达到378公里。

目前，地铁部门正开展新一轮南
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以加大中
心城区线网密度为要求，并优先考虑
城市重点发展片区和产业集聚区域，
形成疏密有致、多制式融合的线网架
构，强化中心区，填补空白区。

从速度到温度

地铁延伸的方向，也是城市发展和
人流汇聚的方向。沿着地铁线应运而
生的各种新商业、新文创，给古城南京
带来盎然生机。南京地铁日均客运量，
已从2005年底的11.5万乘次上升到目

前的350万乘次。在今年清明节的前
一天，还创下415万乘次的最高记录。

从河西去新街口，通常人们都会首
选快速便捷的地铁，而不是自己开车或
乘公交。早在 2017 年 2 月，南京地铁
就超越了地面公交，成为南京公共交通
客运的第一主力，这距第一条地铁线开
通仅11年多，用时比北上广深等城市
都要短。2017年南京成为首批“国家
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示范城市的
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中心城区公交出行
占机动化出行的分担率，这其中，南京
地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铁带给南京人的不仅是速度，
还有温度。地铁沿线是南京文化的汇
聚地。南京地铁站点的 48 座文化墙
精彩纷呈，10 条线路各具特色，似珠
链般串连起金陵的山水胜迹。南京地
铁积极打造“人文地铁”服务品牌，打
造品质、安全的轨道交通网络。首个

“糖果车站”文化品牌脱颖而出，“卫法
正德、臻于人和”的人文执法理念享誉
同行，移动支付让出行更便捷⋯⋯

从378公里到600公里

2018年6月26日，随着宁溧线的
顺利开通，南京在全国率先实现行政
区轨道交通的全覆盖。

目前，南京地铁还有 6 条线同时
在建，包括5号线、7号线、宁句城际以
及 1 号线北延、2 号线西延、宁天城际
南延，在建里程达到 130 多公里。年
内还将全力推进 6 号线、9 号线、11 号
线以及 3 号线南延、4 号线过江、10 号
线东延等建设任务。

“现在是工地多，建设任务重，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下来了，各项
手续完备了就进场施工，都没有开工
典礼这一说。”南京地铁集团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

未来 5 年，南京地铁运营里程有
望超过 600 公里。无人驾驶技术、换
乘站一体化设计等各种新技术、新工
艺将被应用到新线建设中，进一步提
升南京地铁的建设品质，并开启智能
地铁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刘玉琴

南京地铁十线运营、六线并建
未来5年运营里程将超600公里

28 日，徐州市城
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
期工程举行首列电客
车接车仪式。

孙井贤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接车仪式

本报讯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发
布《2019 年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工程
推进工作计划》提出，今年我省将加
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水稻面积保
持在 3200 万亩以上，稻田综合种
养、优质食味稻米面积分别扩大到
120 万亩、1100 万亩以上。生猪规
模养殖比重提高到 77%，名特优水
产养殖面积占比79%。

以培育 8 个千亿级优势特色产
业为重点，我省将依托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基地、园艺标准园、畜禽规模
养殖场、水产健康养殖场等，促进产
业集群集聚发展。全面完成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划定。整体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全年新建300万亩。

我省将整合农业农村信息服务资
源，建设“苏农云”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 64%。推进
国家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建设，
新增智能农业示范点 300 个以上，规
模设施农业物联网技术推广应用面积
占比达19%。

江苏农业更加注重通过绿色循环
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计划》提出，
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省推进工作，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83%。推进农作物
秸秆多种利用，综合利用率达94%。在
苏南稻麦轮作种植区域推行小麦季节
性轮作休耕，推动部省市县试点层层开
展，力争3年轮作休耕一遍，全省轮作
休耕规模力争达130万亩。 （吴 琼）

我省出炉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工程推进计划

今年新建300万亩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 河南铁塔近日在郑州
地铁 5 号线率先攻克 3.5GHz 频段
地铁隧道 5G 覆盖难题，成为国内
首个实现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
商 5G 信号全覆盖的地铁线。记者
28 日了解到，该项目重要的 5G 信
号传输及发射载体 5/4 新型 5G 漏
缆，是由来自江苏的企业——中天
科技提供的。

“中天科技 5/4 新型 5G 漏缆，
通过对泄漏槽孔的特殊处理，成功
解决了同时兼容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 5G 信号
传输这一难题。”中天射频电缆有
限公司总经理徐宗明介绍，经现场

实测，地铁站厅台平均下载速率达到
700Mbps 以上，隧道内行车过程中
车厢内下载速率达到630Mbps，目前
是双缆部署，后续部署四缆后可达到
1Gbps以上。

为抢占 5G 发展先机，中天科技
在刚进入 4G 通信时代就展开 5G 新
产品、新方案的攻坚研发，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 5G 产业化布局。中天科技相
继研制出“5G 广角辐射型室分漏缆”

“5G 光电复合缆”“5GHz 频段柔性
波导漏缆”等产品，其中，“5G 广角辐
射型室分漏缆”“5GHz 频段柔性波导
漏缆”通过省工信厅鉴定，综合技术性
能达国际领先水平。 （付 奇）

全国首个三大运营商5G全覆盖地铁线诞生

5G信号传输及发射载体江苏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