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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机械化，水泥路铺到田
头，还配套高标准水利设施，长势明
显比普通农户的好，把田交给合作
社种，我放心！”5 月 26 日，在车桥镇
丰年村举办的分红大会上，优秀社
员代表殷艾国说。作为淮安区第二
批集成改革试点之一，丰年村两年
来集体收入增长超 10 倍，顺利脱贫
摘帽。

近年来，淮安区遴选 15 个试点
村开展“一点五试、集成改革”。淮
安区委书记张笑表示，“集成改革”
致力于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产业扶贫（富
民）、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社区股
份合作制”五项改革在一个点上统
筹推进，让改革试点发挥叠加集聚
和示范效应，为乡村振兴贡献具有
淮安智慧的改革经验。

量体裁衣，
探索“一村一策”

在项目选择上，淮安区坚持在
结合各村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上
进行选择，不搞“一刀切”。经过两
年的改革，各个试点村摸索出不同
的致富路子。

5 月底，苏嘴镇沙吉村瓜果飘
香。村口，一箱箱西瓜整齐码好，等
待发货。“我们的西瓜皮薄瓤甜，一

箱 6 个 3 斤重的小西瓜能卖到 100
元。一年下来，每亩地的纯收入达
到过去传统种植模式的 6 倍多。”村
党总支书记于洪军介绍说。过去，
沙吉村曾是“十三五”省定经济薄弱
村，全村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贫
困户。经过调研，该村瞄准“瓜稻轮
作”项目，在省、市农科院专家的帮
助下引进“苏梦 6 号”新西瓜品种，
先后投入 250 万元建设 400 亩钢架
大棚，建起省级农业园区蔬菜粮食
轮作特色园，逐渐打出“苏嘴西瓜”
的知名度。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卢滩村
盘活 1500 多亩土地，发“芡实财”；
泾河村投资虾稻共作高效特色农业
项目，每年村集体增收 40 万元；宋
集村在薄壳山核桃、苹果桃树等项
目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下循环经
济，以短养长，去年一年实现利润46
万元⋯⋯

化零为整，
打好土地资金两张牌

丰年村党总支书记卢攀峰至今
仍记得号召村民入股合作社的不
易。“大家都不信任我们，认为你们
哪会种田？”顶着质疑声，卢攀峰带
领 12 名村干部挽起裤腿下田。耕
种防收烘，每个环节由村干部挑大

梁。“前几天分红大会，我们一口气
发了 41 万元。最近又有 300 多亩
土地要登记入股。”卢攀峰说。

一家家农户带土地入股，一亩
亩土地串点连线成片，进一步释放
农村生产力。截至去年底，15 个试
点村共计流转入股土地 1.4 万亩，配
套建成区域性社会化服务中心 12
个、工厂化育秧中心 14 个、标准化
农机库15个。

除了土地，淮安区还在资金投
放方式上大胆创新。“过去各种惠农
扶贫资金发放到村里，就像‘撒胡椒
面’，难以形成合力，现在我们将各
类资金整合起来，定点投放。”淮安
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殷宏阳
说。近年来，淮安区整合中央农业
生产社会化项目资金、省财政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省产
业扶贫项目资金、区财政配套资金
等，累计投入 5300 余万元，彻底改
变了以往涉农资金投入分散、效益
低下的现象。

农业现代化，
让增收途径更多元

新冠肺炎疫情未能打乱车桥镇
蛇峰村的春耕节奏。3月，新购置的
一批高新农机设备，不仅解决了该
村 1000 多亩地的喷药施肥问题，还

为周边农户近 5000 亩土地提供农
机服务，收益近 5 万元。“实现全程
机械化，不仅节约大量人工，每年开
展对外服务还有一大笔收入。”蛇峰
村党总支书记万仕俊说。

村集体领办合作社，让更多市
场元素融入农业生产。“宠物市场火
爆，我们尝试用育秧大棚 12 月至来
年 2 月的空闲期种植宠物牧草。”卢
攀峰告诉记者，这种牧草专供荷兰
猪、荷兰兔食用，冠上丰年村“苏小
农”品牌，每公斤售价可达 20 元，两
个月就能收益 6 万元。改革开展两
年来，不少试点村都培植独有的品
牌农产品：沙吉村的“苏嘴西瓜”、蛇
峰村的“塘河桥”大米、卢滩村的“卢
家滩”芡实等都畅销全国。

去年，试点村集体经济年总收
入达 1282 万元，所有试点村均实现
改革当年从低收入村名录中“出
列”，探索出一条具有淮安智慧的农
村改革之路。

日前，淮安区第三批集成改革
试点村名录出炉。15个新加盟的试
点村，将实现新增点位与已改革点
位连线成片，增强辐射带动效应，进
一步扩大淮安区作为省农村改革试
验区的影响力。

本报通讯员 黄 洁
本报记者 蔡志明 张莎沙

试点村“一点五试”，当年就从低收入村名录中“出列”——

淮安区集成改革，一村一策走致富路

一 场 国 际 性 论 坛 ，让 世 界 目
光聚焦六合。人们惊讶于这个昔
日江北“农业大区”的创新面孔，
惊喜于创新名城“北部支点”的迅
速崛起。

“云”端上，多国政要、名企高
管隔空连线，为创新六合“点赞”；
论坛上，“头部企业”掌门人、院士
大咖云集，用一个个签约项目“投
票”六合发展⋯⋯6 月 23 日，六合
区委、区政府主办的“2020 南京创
新 周 5G 高 峰 论 坛 暨 项 目 签 约 仪
式”在南京举行。活动现场，总投
资 110 亿元的半导体项目、全球知
名“独角兽”企业奥比中光机器人
项目、科技顶尖专家领衔的新型研
发机构等 21 个“重、大、新”项目，
借创新周之“势”，布局创新名城，
落子南京六合。

“踏上创新名城建设新赛道，
朝着‘北部支点’的新目标，六合区
创新发展动力十足、后劲十足，正
不断跑出‘加速度’。”六合区委主
要负责同志说。

置身创新名城建设“大坐标”，
六合一跃而起，发展路径强力“变
轨”，“产业面孔”不断刷新。统计
显示：全区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7

年的 50 家增长为 125 家，科技型
中 小 企 业 数 年 均 增 长 200%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年 均 增 速 300% ，
累计组建新型研发机构 16 家，孵
化引进企业超 160 家⋯⋯尤其引
人瞩目的是，今年上半年，六合区
先后引入华君电力中国区总部项
目、荣盛年产 30GWh 动力电池生
产基地项目、云彩时代集团新能源
产业项目等 4 个百亿级科技产业项
目。

“创新”，已成为六合区最鲜明
的发展标识。去年首届南京创新
周上，六合“星光熠熠”，9 场区级
活动吸引逾 20 名院士参加，协合
医学转化研究院、城市地下空间研
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扎堆落
户，与英国、卢森堡等建立稳定合
作关系，布局建设首个海外协同创
新中心。2020 南京创新周期间，
六合区共筹办 16 场系列活动，包
括 1 个高端论坛、5 个分场活动、4
场创业大赛等。每一场活动都“线
上震撼、线下精彩”，每一次大赛都
英才共赴、盛况空前。

创 新 名 城 建 设 叠 加 南 京“ 四
新”行动机遇，正在六合强力交集，
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年 4

月，六合区召开“四新”产业招商发
布会暨重点项目签约发照仪式，共
发照、签约项目 32 个，注册资本、
计划投资总额超过 409 亿元。其
中，“四新”项目占到项目总数的
72%、“四新”投资占到投资总额的
98.2%。六合借力 2020 南京创新
周平台，聘任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
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等 28 位专
家为顾问，助推全区“四新”产业发
展和“创新名城”建设。

凭 创 新 而 进 ，因 创 新 而 兴 。
2020 年一季度，六合区亿元以上
签约项目完成 188.6%，综合得分
板块第一名，在全市一季度招商工
作“擂台赛”中拔得头筹，首次扛回

“流动红旗”。
六合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内外

“创新目光”的注视和认可。以色
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部长阿隆·舒
斯特云端寄语：“南京六合是一片
创新的沃土，创业的热土。谨代表
以色列农业部，对南京六合区与凯
来特农业创新中心成功合作表示
祝贺！”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
院筹建工作组组长、西湖大学讲席
教授裴端卿在受聘招商顾问时感

慨：“我为六合的创新氛围所折服，
更为政府各部门务实、高效、拼搏
的精神所感动，期待规划多年的再
生医学国际医疗中心落地六合，期
待创新的六合飞跃发展！”

创新项目扎堆落户，创新人才
纷至沓来，改变的不仅是六合的

“产业底色”，更是“城市气质”。创
新周期间，龙池湖畔，“5G 六合·聚
创未来”主题客厅惊艳亮相，成了
全城网红“打卡”地。第二届南京
六合创业大赛 4 月 10 日全球征集
项目，共吸引 394 个项目，越来越
多的科技人才关注六合、走进六
合、创聚六合。

“创新发展，创聚未来，六合要
在南京的‘创新图谱’里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六合区委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以 2020 南京创新周为
新起点，六合区将牢牢把握“四新”
机遇，把更多的新产业布局到六
合，把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到六
合，更大力度融入创新名城建设，
更深层次、更宽领域集聚优质创新
资源，奋力推动南京北部的“创新
支点”加快崛起。

本报记者 王世停 李 凯
本报通讯员 张小超 李 凯

抢抓“四新”机遇,上半年招引4个百亿级项目——

六合区：创新名城崛起“北部支点”

本报讯 7月3日，第八届“创业
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暨第九届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比赛正式启动。

据悉，本届大赛将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行业赛，并
由各高新园区承办，与“一区一战略
产业”培育结合，搭建专业化双创平

台，持续推动项目落地，进一步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大赛平台
将结合“科技金融进孵化器行动”，吸
引更多的创投机构和银行参与路演
交流、深度对接，缓解科技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其中，江苏银行将为
今年的创业企业提供20亿元专项授
信额度。 （蔡姝雯）

“创业江苏”科创大赛启动
江苏银行提供20亿元专项授信额度

本报讯 7 月 2 日，在如皋召开
的张皋通道规划建设专题协调会上
传出消息，张皋通道工可阶段技术支
撑类专题研究已全部完成，将建设主
跨2300米的双塔悬索桥跨越长江主
航道，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径的
桥梁工程。

张皋通道是南通纳入上位规划
的 8 条过江通道之一，连接张家港
市与如皋市，位于江阴长江大桥下
游约 28 公里、苏通大桥上游约 57 公
里，距离沪苏通大桥 16 公里。项目

线路全长约 28 公里，采用高速公路
技术标准，过江段 8 车道、接线段 6
车道。

张皋通道跨江段采用桥梁方案，
含两座航道桥，分别为主跨 2300 米
的双塔悬索桥跨越长江主航道、主跨
1208 米的双塔悬索桥跨越北汊航
道。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副局长杨玉
冬介绍，跨越长江主航道的 2300 米
双塔悬索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
跨径的桥梁工程，多项技术标准都是
国际国内空白。 （徐 超）

张皋通道完成工可技术支撑研究

江苏将建世界最大跨径桥梁

本报讯 蜗牛睡眠APP、工业智
慧盒子、智能细胞机器人⋯⋯7 月 4
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在南京举行
2020“海创人才”国际创业大赛南京
站数字经济专场，23个来自海内外的
专家团队带着高科技项目现场路演。

这是上虞举办的第四届高层次
人才创业大赛。本次大赛以“海聚英
才、创汇娥江”为主题，面向全球新材

料、现代医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
造等相关产业领域，全面遴选和更大
力度地引进符合上虞产业发展方向
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优质项目。

本次大赛采取分站赛和总决赛
相结合的方式，三场城市分站赛分别
聚焦现代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等
上虞重点发展产业。10 月中下旬在
上虞举行总决赛。 （王 拓）

浙江上虞来宁举办创业大赛
10月中下旬举行总决赛

本报讯 今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是第 30 个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
传 周 ，主 题 是“ 绿 水 青 山、节 能 增
效”。日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与国网江苏电力公司
举行工作会商，多措并举推进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节约工作。

我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将以绿
色创建为首要任务、技术创新为重
要载体、管理创新为核心环节，广泛
凝聚各方力量持续攻坚克难。与会
各方商定，充分发挥国网江苏电力

在能源调度管理上的技术优势，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合同能源管
理等新模式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
品应用，加强国网江苏电力与省市
县三级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合
作，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
设施，精准提高公共机构能效管理
水 平 ，深 入 挖 掘 公 共 机 构 节 能 潜
力，打造更多示范样本，助力建设
更多节约型机关和绿色学校、绿色
医院、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等。

（黄 伟）

省有关部门举行工作会商

协同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耗

本报讯 高考临近，省教育考试
院4日发布对考生的温馨提醒。

考前饮食应以干净卫生、营养均
衡为前提，过量饮食、过度滋补都要
慎重。临近考试，考生们容易出现焦
虑、紧张情绪，要多给自己积极的心
理暗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平稳
良好的心态迎考。

考前，考点都会对考生开放，大
家可提前“踩点”，找到自己的考场和
座位，同时熟悉交通路线和考场周围

环境，确定出行方式，确保考试当天
能提前到达考点，准时进入考场。这
一天，大家要提前准备好参加考试所
需物品，做到“证具”齐全（“双证”：本
人准考证、身份证；文具：多备几支2B
铅笔和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
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小刀、
空白垫纸板、透明笔袋等）。仔细阅
读《考生守则》《考生须知》等内容，牢
记考试纪律要求，特别是不要携带手
机等禁带物品进入考场。 （王 拓）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提醒

“踩点”可提前 时间要记牢

本报讯 总投资 1.81 亿元、占
地面积 32 万平方米的国内最大的
沿江平原垃圾填埋场封场工程日前
通过验收，标志着南通市垃圾处理
中心 1-6 号池垃圾填埋场进入绿
色时代。

据了解，南通市垃圾填埋场1-
6 号池始建于 1997 年，是南通市唯
一的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2018
年垃圾填埋场已接近设计填埋负
荷。由于该项目紧邻长江，为了解
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风险，按照省环
保督查要求，南通市决定对 1-6 号
填埋池进行封场。方案先对垃圾堆
体整形施工，设置垂直防渗墙，解决
垃圾渗滤液通过渗透入江问题。垃
圾堆体表面采用进口的高密度聚乙
烯膜，解决雨污分流，雨水进入垃圾
堆体的问题。封场过程中，设立收
集系统，对垃圾渗滤液、填埋气进行
收集导排，设计了气体自动燃烧装
置，解决废气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该项目顺
利完成建设任务，彻底解决环境风
险问题，为类似的垃圾填埋场封场
工程积累了工程施工经验。

(李长群 丁亚鹏)

国内最大垃圾填埋场
封场工程通过验收

本报讯 徐工集团 3 日通报，巴
西当地时间 7 月 1 日，徐工巴西银行
在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徐工
巴西工业园区内举行线上开业仪
式。该银行的开业，标志着中国工程
机械企业在巴西实现产融结合“零的
突破”，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开设的
第一家海外银行。

据悉，徐工巴西银行持有融资

租赁、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共 3 个金
融牌照，可从事融资租赁、流动资金
贷款、消费信贷以及同业拆借和投
资等业务，成为江苏省省级海外工业
园——徐工巴西工业园的共享金融
平台。

去年，徐工巴西公司在巴西工程
机械市场综合排名第五位，持续位列
中资企业第一位。 （王 岩）

中国制造业企业开设的首家海外银行

徐工巴西银行线上开业

昨日，不少市民来到苏州革命博物馆参观“我是党员我先上”主题摄影展,重温抗“疫”一线的英雄事迹。
杭兴微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借助沪苏通铁路开通、
沪泰动车通车的“东风”，7月3日，泰
州在上海举行绿色优质农产品推介
会，泰州市委副书记张迅作现场推介。

“举办本次推介会，让泰州成为上
海的‘精品菜篮子’‘优质米粮仓’‘都市
休闲地’‘生态后花园’。”张迅表示，目
前泰州有30多万人在上海创业就业，
四成以上农产品供应上海，去年泰州接
待上海游客500万人次，六成以上企业
与上海建立合作关系，七成以上的进出
口货物通过上海口岸。每天有数十

种、数十万斤新鲜蔬菜，从泰州各地
运往上海，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

高港的河豚、靖江的蟹黄汤包、
姜堰的溱湖簖蟹⋯⋯泰州各区市负
责人纷纷登台代言，助力名优农产品
销往上海。经前期对接洽谈，泰州部
分农业园区、企业、基地与长三角知
名农业企业、农产品超市、批发市场
等，共达成农产品销售合同 21 个，合
同金额 8.48 亿元。推介会签约农业
投资项目3个，总投资近5亿元。

（吴 琼 卢佳乐 顾介铸）

沪泰动车助推做优上海“菜篮子”

泰州赴沪推介优质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