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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6 个新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
知》26 日公布后，引发社会各界
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设立涵盖
南京、苏州、连云港3个片区的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江苏改革
开放抢到了新的“风口”，将激发
新的动能，释放新的红利，构筑新
的高地。

这一观点很有道理。不过，
欲将自贸区真正变成外商投资热
土，抢“风口”还至少须闯“三大
关口”。

一是营商环境关口。前不
久，媒体报道，某企业一个规模为
2000万元的小型技改项目，前后
审批两年多才办齐所有手续。自
贸区设立起来后，此事如果发生
在自贸区内，将是一种严重违规、
失信行为。《总体方案》明确要求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推进“2
个工作日内开办企业、3 个工作
日内获得不动产登记、30个工作
日内取得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证”改革，其办事效率要求之高可
见一斑。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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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7日上午，记者走进宿迁
市洋河新区江苏润易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高档连
栋温室大棚内，生长着一串串套着纸
袋的翠绿葡萄。每个大棚内，都有几
名工人在忙碌。

4号大棚里，钱玉小心翼翼地拿
掉套在一串葡萄上的纸袋，兴奋地对
记者说：“看，这葡萄粒粒饱满，今年
底分红肯定不会少。”

钱玉是洋河新区仓集片区沈庄
村村民，曾在上海打工10年，后因两

个孩子上学和家中80多岁的老人需
要照顾，不得不回来继续种地。这两
年，随着土地规模化运营，家里8亩
地按每亩800元租金流转了，钱玉也
就没什么事可干了。

此时，江苏润易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落户洋河国家农业公园内，投
资8亿元，建设占地面积5000亩的
高端葡萄和樱桃种植基地。经过近
两年建设，一期、二期3000亩已建
好，主要是高档连栋膜温室、新型主
动蓄热日光温室及大跨度单拱保温
温室。公司从种植模式、农产品追
溯、植物生长环境的自动控制、客户
的识别分析定位等方面，实行智能
化管理，并推出“自营园区”经营模
式，即通过“反租倒包”，按每个单元
12亩， ▶下转6版

这样种葡萄“只赚不赔”

初秋时节，得“水”独厚的兴化
市乌巾荡公园迎来一波又一波游
客。三十里碧波长荡，绿浪翻滚、水
天一色的诗画长卷次第铺展，构成
水乡兴化全新的生态景观——“1
号水路”。兴化，这一全国闻名的传
统农业大县，悄然嬗变为里下河地
区具有独特魅力的诗意栖居大公
园、水韵江苏新样板。

“水是兴化的灵魂，是兴化独有
的自然环境条件。省委省政府提
出，把里下河地区特别是兴化作为
全省的大公园来打造，为我们开拓
了新视野新思路，也成为我们加快
绿色崛起的最佳机遇。”兴化市委书
记李卫国说，站在高质量建设里下
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决胜高水平全
面小康的关键节点，兴化将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
持续强化“燃烧激情、争先进位”的
奋进追求，科学谋划绿色发展新模
式，争当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发
展排头兵，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致富百姓的高水平全面
小康发展新路。

凸显生态底色，
绿色水乡如诗如画

总投资1.73亿元、全长16公里
的兴化“1号水路”串联起千垛菜
花、李中水上森林等“新昭阳十二
景”，开通短短4个月就成为网络爆
款。兴化市文体广旅局副局长景所
兰告诉记者，这要归功于兴化独特
的“水”“绿”生态特色叠加，增添别
样风情。

兴化水域面积627平方公里，
占市域面积的26.2%。河湖不仅流
淌着乡愁，更是建设里下河经济示
范区的重要生态支撑。留住水乡生
态底色，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百
万民众的期盼。因此，治污水、防洪
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
治”，成为兴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头
戏、厚植生态优势的“必答题”。

水体污染虽表现在“水里”，根
子却出在“岸上”。 ▶下转3版

兴化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交出高分“答卷”

诗画水乡，让全面小康有颜值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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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桂全） 2019年《亚
洲品牌500强》排行榜8月27日在
香港揭晓，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新
华日报、扬子晚报再度双双入选，新
华日报连续4年入围，这也是江苏上
榜品牌中仅有的两家平面媒体。

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亚洲品牌
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
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此次亚
洲品牌500强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
的品牌入选，其中来自传媒行业的有

33个品牌，数量较去年有所下降，上
榜含金量更加凸显。

近年来，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守正
创新，聚焦“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建设
新型主流媒体集团”的奋斗目标，加快

“内容生产、技术迭代”双轮驱动，坚持
“共生、跨界、融合、发展”四大理念，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同时发挥“传媒+”
效应，通过多元化经营和跨界合作壮
大传媒产业，壮大主流媒体影响力和
传播力，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2019年亚洲品牌500强在港发布

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再度荣登榜单

立秋刚过，涟水县红窑镇夏楼村金鸡坨乡村旅游示范
区，千亩荷花竞相绽放，游人如织；涟城街道林场村香瓜种
植基地，工人将新摘的“黄金瓜”套袋打包销往全国各地；陈
师街道合兴村的“姐妹花”舞蹈队在村“百姓大舞台”跳起自
编自导的《咱的好日子》……走进涟水，一幅幅令人欣喜的
乡村振兴秀美画卷映入眼帘。

“我们坚定不移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整体工作的
总抓手，全面推进乡村经济现代化、乡村生活现代化、乡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
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涟
水县委书记王向红说。

兴产业，打造强农富民聚宝盆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在涟城街道嵇安村的张罗
食用菌富民产业园，20多名工人正在采摘香菇，伞状的香
菇个头饱满，菌香扑鼻。“小香菇已成我们村的‘致富伞’，一
年能为村集体带来20多万元收入，去年，我们就摘掉了穷
帽子。”张罗村党总支书记胡志万笑呵呵地说。

张罗村的产业基地为何建在嵇安村？涟水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薛必文告诉记者，张罗村食用菌富民产业园是典型
的“飞地同创”项目。近年来该县创新开展“飞地同创”工
程，鼓励引导位置偏僻的经济薄弱村打破区域限制，到交通
便利、基础较好的园区发展产业化带动项目，收益按照项目
实施村和产权所有村1:1分成。目前涟水成功实施“飞地
同创”项目20个，带动39个经济薄弱村出列摘帽。

除了香菇，涟水优质稻米、高效园艺、规模畜禽、特色水
产、休闲农业5条产业链条也越拉越长，百花园、百药园、百
果园、百菇园等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风生水起，成为富民
增收的“强引擎”。“南集镇农业园区正在申创省级农业园
区，1000亩瓜蒌园、200亩西瓜园、300亩苗圃园、120亩蔬
菜园、600亩螃蟹园‘五园一体’，可为周边5个村集体每年
增收60万元，带动80多名低收入户就地就业。”南集镇党
委书记薛必猛说。

重宜居，构建绿色生态新空间

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
服务，是振兴乡村、聚拢人气的硬件要求。

“没想过能住这么漂亮的小别墅。”即将搬进新家的成集
镇条河村村民刘中林感慨说。碧水蓝天下的条河村农民集
中居住点，一幢幢白墙黛瓦、江淮风貌的两层小楼错落有致，
村民文化服务中心、居家养老中心、百姓广场等一应俱全。

抓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的同时，涟水县还强势推进农村
危房改造工程，先后投入改造资金2000余万元，对1168户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的危房进行改造。在此基
础上创新开展“‘爱满屋’——1+X关爱行动”，为他们购置家
具、锅灶等日常生活用品。“我们不能一建了之，要真正让困难
群众不仅有房住还要住得好。”涟水县县长时勇表示。

有好房子更要有好环境，农民的生活才能更有品质。
涟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做好农村道路、供排水、
污水处理等硬件建设，推进改水、改厨、改圈、改厕，实现城
镇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向农村延伸。 ▶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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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省委、省政府在南京召
开省领导挂钩联系省重大项目建设现
场推进会。会议要求，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引，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聚精会神
抓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真正以高质
量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省委、省
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各地抓项目、强服
务、聚产业、促发展，一批重大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形势喜人。

真抓实干，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重大项目推进引擎声隆，推进速
度喜人。我省各地正努力抢抓机遇，

“变速跑”冲刺，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
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动权。

8月26日，位于南通海门的中航
科技航空轻合金项目现场，车辆穿梭
不息，工人忙而有序。作为省重大项
目，总投资40亿元的中航科技航空轻
合金项目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开工，
建成后，预计年产各型航空轻合金关
键结构件3500吨。1-7月，南通31
个省重大实施项目共完成投资218.9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70.7%。“南通全

力以赴推动省级重大项目早开工、快
建设、多达产。”南通市发改委主任尹
建勇说，南通建立市领导挂钩联系重
大项目制度。上半年，全市新开工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423个，完成投资
393.5亿元，同比增加74.7亿元。

在常州高新区的生命健康产业园
里，计划总投资50亿元的省重大项目
——扬子江药业集团海浪项目正在加
紧施工。项目负责人戚小兵信心满满
地表示，一期投产后预计有50亿片的
生产能力，可带动销售20亿元。总投
资30亿元的恒邦药业项目，刷新常州
高新区建设速度的新纪录。仅用80
多天就实现中试车间项目封顶，预计
项目达产后年产值35亿元。2019年
是常州重大项目攻坚年，35个省重大
项目，数量排全省第三位。

在总投资60亿元的镇江北汽麦
格纳新能源汽车项目现场，记者看到，
新能源电池车间已实现生产，整体项
目进展过半。北汽镇江公司总经理季
国伟说，这一项目预计年产能30万
辆，年底前首台车可以下线。今年，镇

江的省重大项目共计10个，总投资约
589.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0亿元。
截至6月底，10个项目合计完成投资
61.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76.8%。

在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总投资
20亿美元的LG三元锂电池项目跑
出“极限速度”。该项目是LG化学在
全球最大的工厂，也是建设速度最快
的工厂。去年10月开工，今年9月将
试生产，11月量产。2023年项目全
面达产后，年销售额将达 450 亿-
600亿元。未来，LG化学公司计划
以该项目为依托，打造LG滨江产业
园项目，将滨江基地打造成为世界一
流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

总投资30亿元的太仓星药港项
目目前在太仓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开
工，一期工程从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
证仅用时16个工作日，创下项目审批
的“太仓速度”。太仓星药港项目总经
理李志平介绍，项目建成后引进研发
企业50余家，其中生物医药产业企业
30余家，力争在5年内实现产值15亿
元。包括太仓星药港在内，24个苏州

负责推进实施的省重大项目建设推进
顺利。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21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68.3%。

聚精会神，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

重大项目是稳增长稳投资的有
力支撑、调结构转动能的关键抓手。
我省各地全力招引、建设一批高质量
项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
供有力保证。

无锡一批重大项目拔节生长。
华虹集成电路项目进入生产设备搬
入及安装调试阶段，中环集成电路
用大直径硅片项目的8英寸线进入
试生产、12英寸线厂房主体基本完
工……无锡市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围绕重点打造的

“16+4”现代产业集群，无锡加强定
点定向定链招商，成功引进华虹、海
力士二工厂、中环等项目，集成电路
产业链优势明显增强；成功引进药明
康德生命科技园、阿斯利康迪哲（江
苏）新药研发中心等项目，高端生物
医药产业链初步形成。 ▶下转5版

我省各地以真抓实干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竞速项目主战场，锻造发展硬实力

将于9月通车的徐州地铁1号线近日正处于全天候试运行阶段。1号线一期工程长约21公里，站点有18座，线路贯
穿城市东西发展主轴，快速连接铁路徐州站和京沪高铁徐州东站两大综合客运枢纽。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余 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