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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确保全国经开区考核
“五连冠”，确保进出口总额只增不
减，确保苏州自贸片区税收和高新技
术企业占江苏自贸区比例不降……
6日，苏州工业园区召开“建设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打造新时代改革开
放新高地”誓师大会，与会干部纷纷
立下军令状。

大会明确，园区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52项指标
绝不能因为疫情而打半点折扣。特
别是项目建设方面，园区将紧紧抓住
苏州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地标的这一
重大机遇，对本土龙头企业“一企一
策”扶持发展，加快做大做优做强，同
时发展“增量”，力争今年新引进生物
医药项目300个，确保全年生物医药
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对于当前面临的发展空间这一
问题，此次大会上首次提出，将以市
内飞地的方式打破瓶颈。今年，由苏

州工业园区和苏州市相城区合作开
发的苏相合作区要进入实体化运行，
探索“经济区、行政区适度分离，建立
互利共赢的税收分享机制”。

3月底，苏相合作区10平方公
里的可开发建设用地由园区管理，对
外发布发展指标也全部纳入园区，保
障园区在“十四五”期间有充足的发
展腹地，并为“十五五”期间完全实现
存量发展留足规划空间和准备时间。

会上，《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规划（2020-2035年）》正式发
布，从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策
源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
集群、国际知名的创新企业集聚
区、世界一流的人才双创首选地、
开放共赢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接轨
国际的创新创业生态圈六个方面，
为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指明方向。

（孟 旭）

苏州工业园区召开誓师大会

52项发展指标不因疫情打折

本报讯 10日，宜兴市公安局
3400kvA改造配电工程项目评标结
果上网公示，这是该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首个“不见面”开标项目。

走进宜兴“不见面”开标直播大
厅，里面除了1名招标人代表、1名招
标代理人员、2名现场管理人员外，
没有其他人。

3月6日早晨8时40分，项目竞
标开始。企业只要符合招标文件要
求，就可上传投标文件参与竞标。在

屏幕上，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游客身份
观看开标全程画面。

招标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秦梦颖
说：“以前投标人要到现场参加开标
会，这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风险
很高。现在用了不见面开标系统，开
标只用20分钟就能完成。”

宜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蒋镓
丞表示，今后，他们将全面推行工程
项目“不见面”开标，将传统的实体开
标场所搬到网上。 （吴昌红）

宜兴实施工程项目“不见面”开标

这 些 天 ，南 京 际 华 3521、
3503、5302 三家公司的防护服生
产线上，工人们日夜赶工，日产5.2
万件防护服。

“多亏省工信厅的驻厂员帮我们
多方协调，为企业顺产、扩产提供多
途径货源，有力保障了防护服生产不
断线。”南京际华集团副总经理夏前
军说，省工信厅第一时间派来解难纾
困的驻厂员——省工信厅信息基础
设施处处长姜良，向兄弟省市工信部
门发函请求协助，与供货企业直接沟
通，并收集多家热压胶条生产企业信
息，保障了公司医用防护服的关键原
材料热压胶条的供应。

派出驻厂员，解了燃眉之急

疫情暴发后，口罩、防护服、消杀
用品等防控物资的需求量急剧增
长。作为企业的“娘家人”，为协调解
决防疫物资产业链上的企业全面复
工达产所面临的原材料供给、工人到
岗、设备维护、物流运输、安全生产等
方方面面的问题，省市工信部门与药
监部门联动，累计向全省87家企业
派出89名驻厂员，现场协调解决企
业的燃眉之急，全力助企业生产、保
物资供应。

全力保企业复工，是驻厂员们的
首要任务。得迪医疗是N95医用防
护口罩生产企业，之前该厂停产一年
多，设备故障多，复产达产困难很
大。面对省外设备进不来、缺乏维修
技术人员等现实困难，驻厂员、省工
信厅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的钱瑞瑞，

果断建议企业放弃等待东莞原厂来
人维修，发挥苏州精密制造优势，组
织苏州通锦精密等三家精密制造和
自动控制方面的企业进行修理维
护。三家苏州企业现场测绘、加班赶
制零配件，经过两天的调试运行，不
仅复产达产，还提高了成品率。

江苏省健尔康医用敷料有限公
司位于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主营以
出口为主的医用敷料等产品，口罩产
值不到1%。省工信厅驻厂员梁俊驻
点后，帮助企业联系货源，保证熔喷
布供应，协助其签订采购合同，并给
安徽、广东等省发函协调解决配套企
业的复工、原料供应、生产设备交付
等问题。企业的一次性口罩产量由
每天15万只增加到30万只，至今已
完成省级保障调拨任务600多万只。

打通供应链，助企业高效达产

还有不少驻厂员主动帮助企业
技改转产。泰州百诺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由畜牧防疫相关用品转产医用
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防控保供应
急生产中，突然启用的生产线，因大
幅度增加产量超负荷运转，老旧设备
时常出现“罢工”停摆现象。一次，百
诺的两台生产设备先后“趴窝”，师傅
们忙了一夜也没修好，当听说泰兴有
位师傅能修但家中有事不能来时，驻
厂员、省工信厅宣传信息处四级调研
员陆卫星当即出发登门邀请。

江苏广达有一台“非典”时期购
买的口罩机，因年久失修无法工作。
驻厂员、省工信厅制造强省推进处的

吴小松与市驻厂员从省市多个层面
协调专家，连续维修4天时间，更换
口罩机电子器件，成功修复这台机器
并投入生产，日增产口罩1万只。

高效达产，离不开供应链保障，
驻厂员们帮企业全力打通供应链堵
点。自从省工信厅信息基础设施处
的倪俊抵达镇江驻地后，就与鱼跃的
供应链采购部一起梳理企业原料供
给渠道，仅红外线额温枪就梳理出上
游136家各级供应商，任何一家没复
工都会影响生产。倪俊和企业一起
排查关键环节，分类协调，使额温枪
产量从最初每天4000支，增加到如
今的2.4万支，后续有望达3.2万支。

“小倪帮我们联系了多少次省市工信
部门，发了多少协调函，我也数不清
了。”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袁振说。

不仅帮助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对于产业链上原料企业的帮助同
样重要。在宿迁，金美达、鑫奕安、
美达净化科技三家企业生产熔喷
布。全省口罩生产线不断扩大，但
熔喷布产量有限，“最多时一天有
10 家企业来要货。”驻厂员、省工
信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的王印协
调企业优先满足国家调拨，确保省
内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需
求，再解决新增或转产口罩生产企
业熔喷布需求。为防止需求企业
恶意囤货、转手倒卖现象发生，他
建议三家熔喷布生产企业按需求
比例少量持续性供货，目前已协调
解决30多家企业的需求。

蹲点1个月，不少企业达产超产

驻厂员们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难
题的身影，让受助企业感动不已。镇
上住宿的地方全部关闭，省工信厅信
息化发展处副处长金雷索性住在了
驻点企业。“驻厂员和工人同吃同住，
帮我们增加了两条生产线，产量也从
1.5吨增加到4吨左右。”江阴金凤特
种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政刚说。

“驻厂员时刻把企业的困难放在
心上，和我们一起工作到深夜，已成
为常态。”让苏州奥健公司董事长朱
元国感动的是，面对企业扩产增能状
态下生产线上工人、原料“双短缺”的
局面，驻厂员、省工信厅产业与人才
合作处副处长涂家飞通过当地政府
和省工信厅，帮助企业引进熟练技术
工人百余人，协调熔喷布、无纺布等
原料供应数十吨，保障企业开足马力
生产。为让员工安心工作，同时保障
疫情防控安全，涂家飞还协调帮企业
包下整个宾馆当宿舍，配备专门大巴
接送员工上班。

经过驻厂员连续1个多月的“蹲
点”，目前，江苏省重点调度的120多家
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以及200家左右原
材料、设备和其他配套企业全面复工
达产超产，为省内防控和支援湖北提
供了重要物资保障。截至3月8日，我
省累计完成医用防护服33.9万件、N95
口罩19.9万只、84消毒液10万箱、负
压救护车170辆等国家调拨任务。

本报记者 付 奇
本报通讯员 沈工宣

深入企业悉心服务生产经营——

复工现场，来了“驻厂员”

本报讯 省政府近日下发
《关于筹建江苏省兴化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的批复》，兴化市科技
局、戴南镇“创建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团队”还荣获兴化市“骏
马奖”集体奖。

兴化省级高新区（筹）坐落在戴
南镇，将在江苏戴南科技园区基础
上升级而成。戴南科技园区是千亿
级不锈钢产业集群的核心园区。

（袁开建 顾介铸）

兴化戴南获批
筹建省级高新区

入春以后，南京市高淳区螃蟹大
王邢青松格外忙碌。他忙的不是自
家水产合作社的事，因为合作社已经
交给他家人打理了，他忙的是一家更
大的公司——江苏青松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他在公司没有一
分钱股份，也不拿一分钱工资，纯粹
是尽义务，“这个担子比我当时创办
合作社要重得多，因为牵涉到很多农
民的利益。”

原来，去年7月，组织上安排邢青
松担任砖墙镇永成村党支部书记。永
成村多数村民养螃蟹，去年蟹价不高，
不少养殖户亏损。具有多年螃蟹养殖
和销售经验的邢青松做了细致调查，
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每户村民养殖的
规模很小，少则几亩，多的也就是几十
亩。每到9月，看到市场行情好，蟹农
就继续给螃蟹投喂饲料，行情不好时，
就少喂甚至不喂饲料，这样，螃蟹光长
个子不长肉，品质就得不到保证。“更
要命的是，为了尽快把螃蟹卖出去，大

家打起了价格战，价格越跌越抛售，形
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想改变一家一户单
打独斗的养殖和经销模式，组建一个
个‘战团’。”邢青松说，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标准化养殖，其次是“兵团作
战”，掌握价格的话语权。为此，永成
村组建股份公司，吸纳多家企业入
股，注册资金1亿元。公司成立后，
流转了2万亩水面，都是原来一家一
户养殖的蟹塘。公司对养殖户的固
定资产投入一次性予以补偿。水面
流转后，公司对所有蟹塘实施水系改
造、基础设施建设。2万亩养殖区被
分割成40个工区，每个工区有500
亩养殖水面。

40个工区，就相当于40个“战
团”。“每个工区是一个经营主体，对
外招标，相当于分公司，与公司签有
协议，自负盈亏。”邢青松介绍，所有
蟹塘基础设施都是建设好的，经营
主体只要“拎包入住”就可以了。为

了保证标准化养殖，螃蟹种苗、饲
料、鱼药等都由公司配送，养殖技术
由公司专人指导。标准化、规模化
养殖后，每亩每年可节约成本1000
元左右。每个养殖工区都需要熟练
工，原来的蟹农都能找到活干，而且
拿的是工资，不再有风险。养殖户
原来的水面，每亩每年能拿到1000
元流转费，每年还有1000元分红、
1000元工资补贴。公司销售给40
个工区的饲料、鱼药等生产资料，保
证比市场价低5%—10%，由于公司
的需求量大，有价格话语权，饲料等
生产企业还能给公司返利 10%以
上，这是公司稳赚的利润。

50 岁的砖墙镇大涵村村民徐
志，养了12年螃蟹，去年没赚到钱，
今年他把蟹塘流转给公司，公司评
估后给了他60万元补偿，每年还给
流转费，他已报名当上公司的养殖
员，每年至少收入5万元。水碧桥村
的王金水养了17年螃蟹，也把蟹塘

流转给公司，获得农舍、增氧泵等固
定投入补偿23万元。

“销售价格由公司按质定价，不允
许打价格战；螃蟹没成熟时，不得提前
上市销售，以保证质量。”邢青松说，公
司在位于高淳区的中国螃蟹城拿下
100间门面房，统一装修后租给工区经
营；鼓励有条件的工区和村民到省内
外开设门店，在一线城市开设一家门
店，区、镇、村和公司予以一次性补贴
10万元；在二线城市开设门店，每家补
贴5万—8万元，这个政策将把各种销
售能手的积极性充分释放出来。

邢青松充满信心地说，公司40
个“战团”统一打品牌，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这么做，
没有先例，我们是在‘吃螃蟹’。但为
了农民增收，这一步必须走出去，用
规模和质量标准的优势，给水产养殖
业蹚一条新路。”

本报通讯员 左年生 杨 军
本报记者 朱新法

组建40个“战团”闯市场

“螃蟹大王”再吃“创新螃蟹”

本报讯 10日，南京市秦淮区
举办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活动，
签下21个重点招商项目，投资总额
约113亿元。中芬低碳生态科技创
新总部园区项目落户南京南部新
城。南部新城管委会和芬兰国家商
务促进局将共同打造中芬低碳生态
科技创新总部园区项目。

长三角数字基地产业项目落户
南部新城地铁5号线大校场站组团
地块，由四川新希望集团联合上海星
月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额约100亿
元，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主
题总部基地。 （仇惠栋）

中芬生态科技园
落户南京南部新城

本报讯 记者9日从省工信厅
获悉，根据工信部最新公布的第九
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名单，我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
件）·江苏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装备制造·江苏海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数据中心·江苏昆山花桥
经济开发区成功入选，再添3张“国
字号”名片。

此次入选的3家“国字号”基地
各具特色，常熟高新区去年以汽车
零部件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销售收入
643.03亿元，现有汽车零部件企业
230家，形成集整车及汽车零部件
研发、生产、物流、贸易等一体化的、
较完整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海

安经开区有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
备、电力装备、汽车零部件等高端装
备企业144家，去年以高端装备为
核心的主导产业销售收入233.65亿
元。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按照“面
向苏州、依托上海、形成特色、全省
联动”的发展定位，明确全区53.8平
方公里为大数据产业园，以金融、电
子商务、工业、智慧城市大数据为主
要发展特色。

省工信厅制造强省推进处负责
人介绍，自2009年工信部开展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认定以来，
我省9批累计认定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已达27家，数量居全
国第2位。 （付 奇）

我省再添3家“国字号”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10日从国家统计
局江苏调查总队获悉，今年2月，江苏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涨幅较
上月略有回落，收窄0.2个百分点。

同比来看，2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城市上涨5.0%，农村上涨6.2%；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16.1%，非食品烟
酒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
8.0%，服务价格上涨0.9%。

食品烟酒价格依旧是拉动月度
CPI上涨的主导因素，同比涨幅相较
今年1月进一步扩大1.4个百分点，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
4.55个百分点，对物价波动的总体影
响进一步显现。

食品烟酒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129.4%，同比涨幅较今年1月扩大

19.4个百分点，拉动2月江苏CPI上
升2.87个百分点。牛、羊、鸡、鱼价
格同比均有上涨。牛肉价格上涨
22.8%、鸡肉价格上涨17.3%、羊肉价
格上涨11.1%，同比涨幅较今年1月
均有扩大。

相较去年同期，2月鲜菜价格上
涨9.1%，同比涨幅较此前1月回落
7.1个百分点。此外，2月份，鲜瓜果
价格同比下跌3.8%。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食品烟酒价格中，2月份鲜
菜价格环比上涨10.8%，猪肉价格环
比上涨9.8%，鲜瓜果价格环比上涨
4.2%。仅此三项，2月合计拉动江苏
CPI环比上升0.79个百分点。

（李睿哲）

2月江苏CPI同比上涨5.2%
涨幅较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本报讯 9日，宁淮特别合作区
举行2020年首批招商项目线上签
约仪式，签约方在盱眙、北京、南京
等地通过视频连线，完成今年首批
产业化项目的“云签约”，所签项目
均与5G相关。

此次签约项目包括安全智能主
控芯片封测基地项目、信息通讯功能
新材料及应用创新产业基地项目、阿
里智能共享制造园区项目，涵盖智能
制造应用、ICT新材料研发、智能共
享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领域。

宁淮特别合作区重点打造5G

网络为基础支撑的先进制造业项
目，规划“5G智造智慧产业小镇”，
目前在苏中苏北率先实现了园区
5G 规模布局。项目签约将为该

“产业小镇”的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阿里智能共享制造园区项目
将实现特别合作区工业制造中管
理、运营、生产整体的智能化；而安
全智能主控芯片封测基地项目建
成后，将形成年产SSD安全智能主
控芯片320万颗、高性能存储模组
30万颗的生产能力。

（许雯斐）

三大项目落地宁淮特别合作区

连云港国电联合动力公司在加强疫情防控同时，开足马力，扩大出货量，以满足国内外订单需求。图
为10日，工人在生产订单产品。 王 春 杨 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