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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
立足重大项目承载地，提升项目建设质效
本报记者 陈静 通讯员 刘嘉毅

【现场探访】
昨日，在位于开发区生命科

学产业园内的国药智能医疗康复
器械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隆作
响、工人挥汗如雨，一副紧张快干
的建设景象。

“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是项
目的H地块，是重点的厂房建设
区域，占地40亩，建筑面积5.2万
平方米，正在加紧建设；F地块和
G地块计划在年内开工………”
在项目示意图前，开发区招商局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项目进展
情况。当天，他们和该项目“红色
代办员”一起来到现场，协调解决
建设中的相关事项。

据悉，国药项目位于开发区
生命科学产业园内，总投资66亿
元，占地约 1840亩，将建设医疗
器械、生物医药、医药物流、特医
食品、综合服务五大功能板块。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增加就业
10000人以上，新增年销售200亿
元、税收6亿元。目前占地1086
亩的一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
包含药品器械集采中心、展示中
心、生产厂房、人才公寓、部分商
业配套等，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0
亿元。

除了国药项目，开发区还有

一批优质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中，将为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2021年，开发区排定市
级重点产业类项目50个，计划总
投资 267.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1.03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20
个，新建项目 30个；省级项目 3
个，镇江市级项目25个；50亿元
以上项目1个，30亿元以上项目2
个，10亿元以上项目9个。

“针对国药在内的重点项目，
我们建立了项目包办制度和项目
建设联席会议制度，为项目跟踪
洽谈、开工建设、投产达效等提供
全程包办服务。”开发区招商局局
长陈国祥表示，为推进国药智能
医疗康复器械等重点项目尽快投
产，开发区成立了由招商局、经济
发展局、资规新区中心所等组成
的工作专班，“红色代办员”全程
服务和监督，助力项目早日落地
达产。

【惠民实事】
产业强市是“一号战略”，项

目招引是“一号工程”，近年来，
开发区进一步发挥园区聚焦效
应，加大重大项目招引力度，强
化“丹舒心”品牌建设，探索“链
长制”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

软环境，提高项目建设成效。
在载体建设方面，开发区进

一步完善招商地图，推动产业空
间“聚而合”、产业链条“特而
强”、产业禀赋“新而优”，集中力
量完成生命健康产业园和精密
制造园的“九通一平”，不断提高
园区综合实力和比较特色优
势。上半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173.0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0.09亿元。

“改革创新是引领产业经济
发展的源头活水，开发区创新招
商方式，打造专业队伍，突出抓
好以商引商，积极探索委托招商
和产业链招商，提升新形势下的
招商能力。同时，利用好基金对
项目遴选、领投的突出优势，开
拓基金招商新渠道。”开发区招
商局局长陈国祥介绍，截至目
前，今年开发区共完成项目签约
9个，总投资约 35亿元，在手成
熟项目超过 30个，涉及大健康、
新材料、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
等产业。

在不断优化服务软环境上，
开发区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作
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眼光向外、
刀刃向内，努力做到服务客商“零
距离”、办事效率“零延误”、项目

入驻“零障碍”。“我们实行党工委
领导挂钩重点企业制度和政企联
络员制度，党工委领导带头走访
企业送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
项目建设中面临的有关问题。”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50个市级重点产业类项目，
实行项目责任人和所涉部门一把
手共同包办的双向复合责任制，
推进国药企服空间、欧圣木业黑
科技、联江建筑钢构等一批重点
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下步举措】

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把做
优做强产业作为发展的根本之
策，强化要素保障，加快转型升
级，优化提升眼镜、汽车零部件
两大“传统特色产业”，培育壮大
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医药
及新型医疗器械三大“新兴产
业”，瞄准“国字号”，坚持重大项
目承载地定位，切实扛起主阵地
职责，聚焦支柱产业、强化产城
融合，创新“一区多园”运行机
制，提升三大园区支撑功能，当
好重大项目的承载地、产业强市
的先行区。

【现场探访】
走进位于丹金路与南二环路

交界处的原职中片区，原先低矮、
杂乱的房屋群已被拆除，映入眼
帘的是平整后的地面。通过搬迁
及后续的改造，该区域的功能将
进一步优化，居住环境、城市颜值
也将得到有力提升。

“和高新区以往的项目相比，
原职中片区的搬迁户数是近年来
最多的，整个项目推进却是相对
最顺利的。”看着眼前清理、翻整
后的场地，云阳街道拆迁办工作
人员孙馗介绍，从工作组进场到
396户业主全部签约，仅用了一个
多月时间。这一成绩既得益于高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周密谋划
与部署，也离不开高新区全体党
员干部的协作与配合。“我们时刻
牢记以人为本、为民办实事的初
心，不怕苦、不畏难，耐心、细致地
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

今年3月，在原职中片区搬迁
项目正式启动前，云阳街道拆迁
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就进场了，提
前做好现场指挥部布置、搬迁任
务分工、人员安排等准备工作。
孙馗说，他和高新区规划建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云阳中心所
的两位同志主要进行无证房认定
工作，“几乎每一户都涉及这方面

问题，所以我们工作量很大，每天
带着航拍图，一户一户地跑，一户
一户地去认定。”同时，作为项目
现场指挥部的一员，孙馗还参与
现场矛盾协调、处理等工作。每
天早上9点到岗，工作到第二天凌
晨回家，是孙馗和同事们那段时
间的工作常态。

8月28日，西门大街片区（一
期）改造项目（公园路以南）的房
屋搬迁签约工作正式启动，云阳
街道承担着 200户的搬迁任务。
孙馗和同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忙
碌。

【惠民实事】
云阳街道办事处主任曹金辉

介绍，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旧城
改造要求，多年来，市委、市政府
对122省道、241省道等主干道沿
线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提升，原职
中片区作为122省道改造的重要
节点，整体形象与“美丽丹阳”建
设的要求已不相适应。“该片区地
势低洼、易淹易涝，下雨积水问题
一直都是压在群众心头的‘烦心
事’，群众改造的呼声非常强烈。”
曹金辉说，由于改造面广量大、资
金量大、推进难度大等原因，整个
改造工作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
务。

为改善群众生活品质、优化

区域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今年以
来，在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的过程中，高新区
将原职中片区整体搬迁和改造作
为“我为发展勇‘丹’当”为民办实
事项目，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在今
年3月份，正式启动原职中片区搬
迁改造项目。

据悉，原职中片区搬迁改造
项目总占地面积130亩，东至丹金
路、南至元房新村北侧八米道、西
至竹林路及华校东侧围墙、北至
金太阳牡丹苑南侧围墙，分A、B
两个地块，其中，A地块40亩，B地
块 90亩，共涉及居民及商户 396
户。“项目启动后，市主要领导及
相关领导、市相关部门给予了我
们大力支持和帮助；高新区上下
迅速拧成一股绳，党员干部放弃
休息时间，主动走进群众家里，宣
传搬迁、改造政策，推动该项目顺
利进行。”曹金辉说，至4月21日，
396户被搬迁户全部完成预签约；
7月13日，全部完成腾房；7月20
日，被搬迁户资金补偿全部发放
到位；8月中旬，完成土地平整。

原职中片区搬迁能够高效、
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工作思路的转变和模式创新。“这
个项目可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
骨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高新区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
积极转变思路、探索工作模式创
新，引导群众参与。”曹金辉说，为
了项目顺利推进，高新区在全市
首次采取预搬迁的模式实施搬
迁，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一道主动
上门入户，发动群众、引导群众一
起参与到项目中，进行政策的解
释和宣传，带动周边其他群众一
起做好搬迁工作。“预搬迁模式取
得了很好的成效，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一户不留、圆满完成。”

【下步举措】

“原职中片区搬迁改造项目
现已完成拆房、土地平整等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城市总规，推
动该片区土地挂牌上市进程。”曹
金辉表示，作为主城区所在地，高
新区将继续扛起“美丽丹阳”建设
的责任担当，继续通过完善城市
功能品质、加快城市有机更新、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民生服务
内涵等多措并举加快美丽高新区
建设，以一桩桩事关长远、优化生
态的实事、好事的落地擦亮环境
美的底色，让更多百姓得实惠、展
笑颜。

图为国药项目推进协调会

高新区：
推进原职中片区改造，扛起“美丽丹阳”强担当
本报记者 云莹 通讯员 云宣

原职中片区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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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瓜果飘香。又到
火龙果成熟的季节，走进司徒镇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内的
谷田家庭农场，只见火龙果藤架
上的青藤枝条肥厚鲜绿，一颗颗
红彤彤、硕大饱满的火龙果悬挂
其中，绿叶映衬着红果，美不胜
收。毛中康、毛丹父子俩穿梭在
果园里忙着采摘。

“第一批火龙果已经销售了
6 万元，按照火龙果的生长周
期，今年预计能营收 40 多万
元。”毛中康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这可是原先务农、打工收入的
6倍！”今年 64岁的毛中康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与水稻、小麦打
了一辈子交道，“传统粮食作物
难以卖出好价钱，经济效益低，
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这成了毛中康的一块心病。
转机源于八年前。 2013

年，刚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毛
丹，一心想把自己学习的知识和
技术应用于农业实践。“家里三
代为农，从小我也看到父亲在传
统农业种植上的不容易。”谈到做
一位“新农人”的初衷，毛丹向记
者吐露了心声，“当时就一个想
法，凭着自己的本事改变家里这
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
来的大学生，要回家种田，毛中
康说什么也不同意。“当时我与
父亲促膝长谈了一宿，我给出了
两个理由：一是我本身学的专业
就是农林经济管理，有知识、有
技术；二是国家提倡高学历人才
回乡创业，广大农村大有前景、
大有作为。”或许是被毛丹的自
信所感染，毛中康最终同意了儿
子的想法。

2013 年，毛丹在父亲的支
持下，承包了司徒镇屯甸村 10
亩土地用于蔬菜、瓜果的经营种

植。随着产业的发展，2016年，
毛丹再次流转 40亩土地，引进
台湾“蜜宝”火龙果进行培育，尝
试走高档水果的经营之路。在
父子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就
实现销售 10多万元。这也更加
坚定了毛中康与儿子一起创业
的决心。“毕竟是年轻人，有理
论、有技术，但是手脚不一定有
我熟练、勤快，我来农场干活，他
主外、我主内，也能帮衬他一
点。”毛中康说道。

经过八年发展，现如今，谷
田家庭农场总面积达 150亩，拥
有 12座连栋温室大棚，主要种
植“蜜宝”火龙果、日本番茄、“红
颜”草莓、“早春”樱桃、软枣猕猴
桃、砂糖李等数十种高档水果，
年销售额近 200万元。随着收
入的稳定增长，毛中康、毛丹父
子俩的日子也像火龙果一样，越
来越红火。近年来，毛丹更是转
变经营思路，逐步开放高档水果
的观光、采摘。

剥开火龙果厚厚的外皮，紫

红色的果肉清香扑鼻，轻轻咬上
一口，顿时汁水四溢，唇齿生
香。5日上午，6岁的蒯子萱在
妈妈的带领下来到谷田家庭农
场体验采摘的乐趣，行走在火
龙果树中间，蒯子萱的小脸上
满是好奇与喜悦。“火龙果是女
儿最爱吃的水果，但她从未见过
火龙果是如何生长的。”蒯子萱
的妈妈告诉记者，“今天带她过
来采摘，就是想让她亲身感受，
增长见识，既饱口福、又饱眼
福。”

周末亲子游、观光游、采摘
游，已成为谷田家庭农场的主要
销售渠道，也更加坚定了毛中
康、毛丹父子俩发展火龙果种植
的决心。他们计划明年继续扩
大种植规模，引进更多新品种，
适应市场不同需求，进一步助推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望着眼前一颗颗长势喜人
的火龙果，毛丹满怀憧憬，“我相
信只要勤劳、勤快，生活就会越
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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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陈达）这两日，受台风“灿
都”外围影响，我市风雨不
缺、凉意明显，但放眼城乡大
地却是一派火热的建设景象。
挖掘机的轰鸣声从国药智能医
疗康复器械项目传至力合智能
制造产业园项目，工人忙碌的
身影从开发区欧圣木业黑科技
新材料项目映入城市画卷，一
台台塔吊屹立在东部产业园各
项目工地，一辆辆工程车在西
部产业园鱼贯出入……

“国药智能医疗康复器械
项目是全省重点产业类项目，
一期占地 40 亩、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的H地块正在加紧建
设，F 地块和 G 地块计划在年
内开工……”日前，在国药智
能医疗康复器械项目建设现场，
开发区招商局局长陈国祥告诉
记者。据悉，国药项目位于开发
区生命科学产业园内，总投资
66亿元，占地约1840亩，将建设
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药物流、
特医食品、综合服务五大功能板
块。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增加就
业 10000 人以上，新增年销售
200亿元、税收6亿元。

在高新区，力合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也是一个“大块头”。
项目整体规划面积 1000亩，新
建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50亿元。该项目布
局建设孵化器大厦、智能厂
房、研发楼、总部经济、加速
器以及人才公寓等一系列科技

孵化载体。目前，262 亩启动
区已动工建设，计划建设用于
研发、办公、生产的多样化载
体，预计将于明年10月竣工并
交付使用。

来自市经济发展局的数据
显示，今年1~8月，全市176个
重点产业类项目完成投资133.5
亿元；66个镇江市级重点产业
类项目完成投资107.3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 71.9%，其中，
23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55.5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82.1%，
43个新建项目已开工39个、完
成投资 51.8 亿元；此外，3 个
省重点产业类项目正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前八个月完成投资
14.1亿元，其中国药项目完成
投资 12.3亿元、金宇项目预计
9 月底进场施工、鱼跃二期项
目正在加速推进……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
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我市进
一步优化项目领导领办机制，66
个镇江市级重大项目全部实施
领导领办，在政府大厅进行“红
绿旗”挂图公示，方便及时解决
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同时，
33个“红色代办员”深入项目建
设一线，从解决项目落地审批时
间长、机关干部服务效能低等突
出问题出发，通过实时反馈项目
各审批节点办理情况，确保项目
有序推进，做到问题早发现、促
进项目早开工。“我们还通过每
月召开一次全市重点项目调度
会、每季度组织一次重点项目实
地观摩活动的形式，全方位了解
项目建设情况，在全市形成晒出
项目建设成果、抢抓项目的浓厚
氛围。”市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前八个月176个产业类项目完成投资133.5亿元

父子同植火龙果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谢超

走进乡村走进乡村
看小康看小康

新建云阳大桥是我市重
点交通工程，目前，大桥已经
完成了总工程量的 80%，主桥
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行铰缝
施工，东、西两端引桥施工也
在稳步推进中。（记者 邵韬
通讯员 李鑫飞 摄）

新建云阳大桥完
成总工程量80%

61年后，
送走的弟弟回家了

9月12日，我市吕城镇虎墅
村西沟村村民赵定福家中打扫得
干干净净，桌上摆满了水果，家门
口挤满了村民，十分热闹，他们都
在等待一位重要的“客人”。“今天
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因为我失散
61年的弟弟赵红福终于要回家
了……”话还没说完，赵定福几近
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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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有时有阵雨，
偏 北 风 3~4 级 ，23℃ ~
29℃。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超4100万例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3日20
时21分（北京时间14日8时21
分），美 国 累 计 确 诊 病 例
41209851例，累计死亡661537
例。美国是全球报告累计确诊和
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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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美妆博主风潮
该“刹一刹”了

教化妆、代体验、防踩坑，一
些靠谱的美妆博主是不少爱美人
士的心头好，也受到诸多美妆品
牌的青睐。然而，这股美妆风过
早地刮向了孩子。社交媒体平台
上出现了一批打着“全网最小美
妆博主”“跟着萌娃学化妆”等噱
头的少儿“网红”。

值得注意的是，背后的成年
人赚得盆满钵满，表演和观看的
未成年人却可能因过早接触物欲
世界而三观迷失。此外，专家指
出，引导少儿进行美妆产品代言，
并拍摄上传视频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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