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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护航”
疫情防控保障企业

为疫情防控保障企业生产发展筑
牢保障，是金融业参与抗疫、展露担当
的应有之义。

江苏某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研发的AI双光谱热
成像体温检测系统能够同时测量百人
体温。2月初，企业接到大量订单，急
需资金进行原材料采购。中行南京河
西支行收到企业负责人的融资需求
后，立即组成专门团队，1天上报、1天
就成功获批，而后1天即发放贷款。

速度与效率，紧系着工作质效与
抗疫成效。江苏中行让金融科技迸发
力量，以全天候线上产品随时应答客
户需求。该行公司板块充分利用线上
产品服务引导企业线下业务线上办
理，针对企业常用业务，制作了清晰、
完整、流程化的业务操作教学图片，方
便客户对照使用，让企业足不出户，疫
情期间7×24小时得到金融服务。

“1天内完成授信审批，为企业新
增 800 万元信用贷款，并迅速完成
500万元贷款投放，利率仅为3.1%。”
在宿迁，江苏某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获
得江苏中行贷款。服务的高效、成本
的低价，让企业负责人称赞不已。

为无遗漏地驰援抗疫保障企业，
江苏中行建立了“两张名单”，全面对
接积极对接人民银行总行名单内企业
以及地方性抗疫企业名单。建立每日
推动机制，抓好名单企业信贷投放，要
求全行对于有可提用额度的，要在1-
2日内落地贷款投放；对于无可提用

额度的，可以利用总行给予的“预授
信”政策支持，在2-3日内给予最高
不超过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积极
挖掘“两张名单”以外的抗疫企业，积
极收集需求，力求在更大范围内支持
抗疫企业。

强化配套支持，江苏中行率先推
出支持小微企业的十条措施和专项产
品，包括提高抵押率、增加存量授信额
度、延长贷款期限等“硬核”措施，受到
了广大企业的好评。

引流“活水”
助推产业链充分协同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是保持经济
社会平稳发展重要抓手。产业链环环
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
法运转。加强金融服务，促进人财物
有序流动，这成为打通产业链供应堵
点痛点的“关键一环”。

无锡海拓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污水处理设备研发、
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最近一次突发
的订单需求，让企业资金周转遭遇压
力。中行锡山支行了解情况后迅速对
接企业，3日内完成总量报告撰写和
跑签，无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仅用
1天时间就完成了贷款调查与审批，
成功批复授信总量800万元，为企业
全身心投入生产免去后顾之忧。

一个企业是一个“点”，连起来是
“链”，“链”交织就形成了基本面。截
至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总数已达到4.5万家，复工面99.6%。
为促进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持续发
展，3月3日，省工信厅会同江苏中行
联合下发通知，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服务全省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
产业链融资需求，全力推进重点产业
链各环节复工复产。

江苏中行将重点支持省级重点产
业链龙头企业、集群领航企业和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业链
未复工的主要配套企业、可替代企业，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等3类企业；
成立专项融资服务小组，24小时响应
企业融资需求，对支持范围内重点项
目及企业发放贷款优先保障规模需
求，在政策范围内对企业给予最优惠
的融资利率。目前，江苏中行已经开
始同省工信厅提供的491家重点支持
企业逐户对接。

针对支持范围内民营、小微企业
复工复产，江苏中行提供授信额度大、
周期长、审批高效、支持无还本续贷的

“复工贷”专项定制产品。同时开放审
批绿色通道，结合远程办公、视频、电
子邮件等手段，简化授信流程，精简审
批材料。截至目前该行已为170家中
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6.3亿元。

了解每一个需求，化解每一个难
题，这是江苏中行融资供血的姿态。
为了全面掌握和了解广大中小微企业
在复工中遇到的问题，无锡中行在线
开展“小微企业金融需求问卷调查”，
累计有2537户中小企业参与。在了
解到诸多知识产权企业存在融资困境
后，该行联合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出台
政策，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式，支
持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成长企业，通过
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获得融资。今年
以来，该行已累计为477家中小企业
发放人民币贷款16.12亿元，其中新增
贷款5.83亿元；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
得融资企业有18户、贷款0.78亿元。

应势布局
为经济复苏持续供血

既解燃眉之急又着眼长远发展，
这是金融机构应有的视野与智慧。做

好形势研判，发现新方向、储备新项
目，立足金融与经济融合共生的“契合
点”，江苏中行潜心为江苏经济加速复
苏持续供血。

重大项目建设是经济建设“压舱
石”，我省今年已安排省级重大实施
项目220个，年度计划投资5410亿
元。为做好针对重大项目的金融支
持，江苏中行精细布局，开始逐户对
接、做好项目跟踪，本年度已为无锡
SK海力士半导体二工厂发放贷款
2.12亿元，如东金光高档纸品制造项
目已由该行牵头组建47亿元银团，
近期将形成投放。

制造业是我省经济最殷实“家
底”，江苏中行制定工作措施，将省重
点培育的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
程机械、高端纺织等13个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列入支持计划，在加强与各
级地方政府、外部机构的信息对接基
础上建立白名单库制度，同时强化配
置专项贷款规模、扩大信贷审批权限
等一揽子举措，计划实现先进制造业
信贷投放新增145亿元的全年目标。

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
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七大领域是中央提出的“新基建”重点
方向，也是近年来江苏中行信贷资源
倾斜的重点方向。该行已整理出“新
基建”7大产业方向的产业链细分领
域和500多家对应企业名单，未来将
重点着力，为这些经济新增长极提供
金融动能。

依托国际化渠道、服务与专业优
势，江苏中行潜心助推我省开放型经
济建设与外贸发展。该行制定了支持

“稳外贸”十条措施，成立了“稳外贸”
专项工作组，在加大外贸行业授信支
持、特色化跨境撮合多元化金融产品、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十个方面精准施
策。截至2月末，该行已为江苏外贸
企业办理14万笔贸易项下结算业务，
金额125亿美元；提供表内外贸易融
资逾4000笔，金额328亿元。

江苏中行：为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链“舒筋活血”
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专项融资服务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链复工复产；推

出创新产品“复工贷”，为170家中小微企业输血赋能……在省工信厅的引导支持
下，发挥政银互动优势，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巧配资源，为全省产业链协同发展

“舒筋活血”。
作为经济血脉、资源枢纽、服务窗口的金融业，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中地位特殊、作用关键。在省工信厅引导支持下，政银携手，江苏中行将资金用在
“刀刃”上，在资源倾斜、机制建设、金融科技等方面统筹兼顾，用专业优势撑起“硬
核”担当，服务江苏经济稳中向好。截至2月末，江苏中行公司贷款余额5148亿
元，较上年末新增415亿元。这些真金白银业已融入实体经济中，成为发展的“助
推器”与“新动能”。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处
副处长朱凌云近日不是在督查本地
猪场建设，就是在去苏北协调生猪指
标的出差途中。“我们的万头猪场，多
半要盖成楼房养猪。”朱凌云说，苏州
城镇密集、水网密布，猪场选址不易，
但难度再大也要推进。

南京市江宁区农业农村局畜牧
兽医科的卢长明，这段日子也是三天
两头往养猪项目基地跑。“我们刚签
约的项目3月底开工，下半年就可以
投产了。”卢长明说。

眼下，像苏州市和南京市江宁区
这样，苏南各地紧锣密鼓推进规模猪
场建设，从“苏九条”（苏州）、“宁六
条”（南京）到“锡五条”（无锡），鼓励
生猪复产扩产的优惠政策接连出
台。省农业农村厅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当前我省规划建设的80多个
万头猪场项目，有相当比例在苏南，
单一个苏州市，就新规划了11个万
头猪场。

考虑到苏南人多地少，净流入人
口多，我省规定苏南猪肉自给率为
30%以上（苏中、苏北自给率分别为
80%和115%）。虽然政策允许协调
域外直供解决缺口，苏州市有关部门
表示，眼前也的确需要在外地拓展直
供基地，但今后还是要力争自己完成
自给率指标。南京市江宁区则通过
天然猪场一个项目，解决了该区15
万头出栏指标。

“猪、粮安天下！那种认为经济
发达地区只需发展二三产业，一产也
只需要现代农业，把畜牧业、养猪业

从‘产业篮子’里剔出去的观点是错
误的。”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姜
雪忠说，和制造业、服务业相比，养猪
虽然比较效益低，市场波动大，但生
猪类同于粮食，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苏南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
地区，需要畜牧业保障市场供给和

“菜篮子”安全；农畜产品“接二连
三”，一二三产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
体系的应有之义。

朱凌云认为，域外生猪直供基地
只能弥补供应缺口，不能满足应急保
供和高品质商品猪需求。如遇恶劣
天气、交通阻断等紧急情况，外地猪
进不来，本地猪供不上，市场供应就
会出现问题。此外，相对于外地调来
的“洋三元”，苏州人更喜欢吃地产的
太湖猪肉，皮厚肉香，尤其是“五花
肉”“雪花肉”多，很适合红烧。苏州
有50多个肉店专卖太湖猪肉，价格
比普通猪肉贵了30%—40%，可大多
肉店一上午就卖空了。

为解决本地猪供应短缺，苏州此
轮生猪复产中大力推广“太湖猪”养
殖，11个万头猪场中，5个主产太湖
猪。省畜牧总站站长朱洪欣介绍，太
湖猪产于太湖流域沿江沿海地带，经
当地群众长期选育，形成二花脸猪、
梅山猪、沙乌头、米猪等类群，肚皮
大、特能吃，很适合地方气候湿润、青
饲料多的特点，肉质鲜香，肌间脂肪
比其它猪肉品种高了2个百分点。但
由于出肉率低、生长慢，在“洋种猪”
冲击下，太湖猪养殖规模不断萎缩，
横泾猪、枫泾猪2个类群已消失。无

锡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处处长周
庆新介绍，该市二花脸保种场2018
年就没了。为传承太湖猪文化，太仓
沙溪镇建起养猪博物馆，如今苏州扩
养太湖猪，不仅提供了优质商品猪，
还保护了我国生猪种质安全。

“苏湖熟、天下足。畜牧业不仅
支撑了历史上富庶的鱼米之乡，也将
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苏州农业农
村局农田建设管理处陈邦玉认为，苏
州“常熟”“太仓”这些历史上的有名
粮仓和富庶之地，离不开以太湖猪为
代表的畜牧业，产出了常熟“叫花
鸡”、周庄“万三蹄”、木渎“藏书羊肉”
等一批特色风味土特产。放眼苏南，
从苏州大米、阳山水蜜桃、溧阳白茶
到横溪西瓜，这些优质农产品无一能
离开有机肥、农家肥的滋养。因此，
如今苏州全域推进“四个百万亩”工
程守护“鱼米之乡”、生态安全，发展
现代农业，当中无论是建设优质粮油
基地还是发展高效园艺、生态林地，
也都需要养猪业、畜牧业来支撑。

“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
的农业。”朱洪欣介绍，猪粮一体，不
只是产业循环，还是生态循环。养
猪不仅消化农作物废弃物和剩饭剩
菜，排泄物还是农作物的好肥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头猪是垃圾
处理能手和肥料生产者。离开畜牧
业，耕地质量难提升，绿色、有机农
产品难发展，农村生态链条也将断
裂。可眼下由于周边猪场少，苏南
很多有机肥厂原料来自数百公里

外，运输每增加100公里，每吨费用
就增加几十元。江宁湖熟的农场经
营者说，由于有机肥成本高，他们的
优质稻基地每亩只舍得用五六十公
斤，如果每亩用上百把公斤，“金陵
味稻”口感要好很多。

解决办法是农牧一体布局，发展
循环农业。姜雪忠介绍，我省在推进
畜牧业绿色发展中“以地定畜”，要求
苏中、苏南等畜产品自给率较低的主
销区，按照每头猪当量配套不少于
0.2亩农田、园地、林地标准，畜禽粪
污就近利用、当地消纳。陈邦玉说，
苏州59个市级以上农业园共129万
亩，如果粪污还田、综合利用，单是农
业园区这一块，就可以养猪26万头。

“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不是养
不养猪的问题，而是怎么高质量养
猪、保持合理自给率的问题。”江苏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南京农业
大学教授黄瑞华说，老祖宗造的“家”
字说明，“屋子下面有猪”才是家。畜
牧业发展到今天，有关畜禽粪便环保
处理和资源利用的技术难题都已解
决，关键在于愿不愿意做、舍不舍得
做。国外如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
都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养猪业，经济再
发达、也要建猪场，种养一体布局。
苏南养猪保持适度的生产量与市场
占有率，不仅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
生产优质农畜产品，还传承了农耕文
化，守护了江南风貌，而这也是苏南
今后无论如何发展，永远不能舍弃和
不应忘怀的。

本报记者 顾巍钟 吴 琼

苏南多地将重振养猪业、主打太湖猪——

经济再发达，也不能撇下一头“猪” 本报讯 25日，苏州工业园区
一宗工业（研发）用地被苏州敏芯微
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得。这宗
地块将采用分段弹性年期（10+N）
挂牌出让模式，这是苏州工业园区的
又一“全国首创”。

分段弹性年期（10+N）挂牌出
让模式是指，产业用地出让时，同时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和《产业发展协
议》。根据《土地出让合同》，政府先
期出让10年期的土地使用权。10
年出让期满，受让人需按《产业发展
协议》履约考核，经政府监管方考核
通过的，可以继续获得N年期土地使
用权。考核内容包括投资强度、达产
时间、亩均税收等。总出让年期不超
过30年。

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局长
王学军介绍，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
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技术变革

快、投入周期长，产业用地出让设置
“期中考”，既降低了企业拿地的成
本，又便于政府进行后期监管，实现
了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目前，该项工作已被列入苏州
自贸片区的改革创新任务清单，同
时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

为让有限土地资源产出最大效
益，苏州正积极探索包括分段弹性
年期（10+N）挂牌出让模式在内的
多项创新举措。在日前召开的专题
研究会议上，苏州明确将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产业用地更新“双百”行动，
即划定100万亩工业和生产性研发
用地保障线、实现100平方公里工业
用地更新，到2024年，实现产业用地
亩均税收提升30%以上。

（孟 旭 沈佳暄）

苏州工业园区率先试水“10+N”模式

产业用地出让有了“期中考”

本报讯 记者 25日从省工信
厅获悉，根据工信部相关通告要求
和我省相关通知要求，我省研究出
台工信系统在自贸试验区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贯彻落实
措施。

全覆盖试点范围涵盖自贸试验
区3个片区，其中南京片区39.55平
方公里，苏州片区 60.15 平方公里
（含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连
云港片区20.27平方公里（含连云港
综合保税区）。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包括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

京江北新区及全省各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省级经济开发区、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此次措施包含食盐定点批发、定
点生产企业审批、电子认证服务许
可、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许可等16个事项。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举措中，大部分采
取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
违法违规销售行为的，及时依法依规
查处并公开结果；加强信用监管，对
失信主体采取联合惩戒。（付 奇）

自贸试验区
“证照分离”试点全覆盖
工信系统出台16项落实举措

本报讯 25日，南通市最大的
“菜篮子工程”—— 30万头现代
化生猪养殖项目在海安市白甸镇
开工建设。

该项目由上市公司牧原股份母
公司牧原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逾
10亿元，占地335亩，规划建设1.2
万头母猪养殖场及出栏30万头育
肥猪场，将于今年7月建成投产。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9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400个。
项目产生的废水和固废将封闭发酵
加工成液态肥和有机肥，供周边农
业经营生产者的大棚及农田使用，
提升农产品品质。

（黄俊杰 丁亚鹏）

海安开建30万头
现代化生猪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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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5日，世界500强企
业绿地控股集团与南京市溧水区签
订协议，计划投资150亿元建设中
国中医健康养生示范区，打造“健康
中国”中医康养标杆。

据悉，项目选址“健康溧水”核
心区晶桥镇，以中医药产业为核心，
规划建设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
科学研究、中医药康复养生、中医药

旅游体验和中山国医大学等五大组
团板块以及中医药文化传承博物
馆、中药材企业研发中心、特色药膳
商业街等业态，并引进上海药材、贵
州药材、雷允上、南京中医药大学本
科生实践基地等品牌资源。项目计
划一年内全面开工，三年内初具规
模，五年内全面建成。

(朱 泉 杨长喜)

中国中医健康养生
示范区项目落户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