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兴市”战略，推进增绿、添花、造景工程，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众多外地养蜂人和本地

村民追花放蜂，“甜蜜经济”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翟慧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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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

崇川区来海考察
本报讯（记者 陈俐君） 3月 16日，崇川区区委

副书记徐海燕一行来海考察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

作，市委副书记张浩，市政协副主席丁兴育参加活动。

会前，徐海燕一行考察了我市稻麦科技示范园、

蚕种科研与繁育中心项目、天成智慧蛋鸡产业园、西

南区域农业服务中心、智慧农业中心等处，详细了解

了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等情况。

徐海燕认为，海安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上有

创新、有亮点、有经验，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促

进产业升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值得学习借鉴。

他表示，要学习借鉴海安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进一步

强化组织保障、资金保障，充分发挥国有平台公司和

龙头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支

撑，切实做好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同时，

希望两地能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加强合作、长期交流、

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张浩表示，海安依托“一粒米、一滴油、一只蛋、

一条鱼、一根丝”五个一产业优势，走出了具有海安

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海安以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契机，依托区域资源优势，科学制定产

业发展规划，锚定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绿色发展方

向，聚焦稻米+禽蛋两大主导产业，通过“生产+加

工+科技+品牌”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种养规模化、

发展绿色化、加工集群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

的全产业链开发水平，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

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座谈会上，崇川区、海安市两地还就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省级农业示范园建设进行了交流。

近日，走进江苏恩达通用设备有

限公司的车间，一片忙碌。车间主任

朱雨虹介绍，得益于高新区主动对

接，春节后联系包车解决外省员工返

岗长途跋涉难题，公司现已实现满负

荷生产，一季度产销同比有望超50%。

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开

春以来，高新区大力弘扬“四敢”精

神，坚持以“干部敢为”示范带动“地

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全

区上下“全市争第一，争创国家级”氛

围日渐浓厚，抢抓“好春光”、抢播“金

种子”、同心谋发展的节奏不断加快。

担当作为 服务发展大局

2月24日，雨过天晴，西园社区党

总支书记曹龙铁来到南通泰怡皮件有

限公司围墙外侧查看排水情况，公司负

责人告诉他，前几天村里对围墙外侧低

洼处进行整治，雨水渗溢进厂区的问题

已经解决。得知问题解决后，曹龙铁又

马不停蹄到辖区各处查看。

企业有困难，解决不过夜。节后

一上班，高新区立即组织机关、村居

干部联合成立惠企纾困“红色帮帮

团”，构建“区—街—村（社区）—网

格”四级联动机制，推行“一名班子成

员领衔一个难题，一个领导干部挂钩

一家重点企业”，对全区 2000家企业

集中走访，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用

工引才、职业培训、政策享受等方面

情况和困难。目前，惠企纾困“红色

帮帮团”已为全区 280家企业解决各

类问题320件。针对节后工人流动性

大，较多企业存在用工不足的问题，

58个村居联动为300多家高新企业开

展“招本市、引周边”春节大招工行

动，提供各类优质就业岗位超3000个，

新招引员工超800人。 【下转2版】

高新区

“四敢”精神驱动“追高逐新”加速跑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凝心

聚力推动南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本报今

起开设专栏，全景展示海安儿女重落实、冲在前、抢先机，以更

足的信心与底气、更大的责任与干劲，坚定不移紧跟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凝聚奋进力量、谱写崭新篇章的实际行动。

本报讯（记者 顾爱东） 3月16日，市

委书记于立忠带队赴南京市学习考察江宁

区在科创项目培育、产业集群发展、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好思路、好经

验、好做法。南京市委常委、江宁区委书记

林涛，江宁区委副书记张思明，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加平，海安市委副书记张浩，市委副

书记、副市长杨善彤，市委常委、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张勇华等参加活动。

当天，于立忠一行考察了南瑞集团、

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菲尼克斯

（中国）有限公司新工厂、南京生命科技小

镇、江苏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处。

南瑞集团是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

司，业务涵盖电力系统自动化、特高压交直

流输电、柔性交直流输电、智能化电气设

备、水利水电自动化、轨道交通监控等领

域，是首批入选国资委“双百行动”试点企

业、“科改示范行动”试点企业。考察组一

行听取了集团发展进程、人才储备、国际业

务和重点项目等情况介绍，了解了南瑞在

电网自动化及工业控制、节能环保、智能化

电气设备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情

况。于立忠说，南瑞集团发展步伐快、支撑

能力强、创新实力优、经营效益稳。希望集

团来我市考察洽谈，深化对接，努力寻找合

作共赢的契合点，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菲尼克斯新一代智能工厂项目于

2021年6月底投产。项目采用智能工厂规

划六步法逐步进行数字化系统原型搭建，

从智能设备、智能控制、智能生产、智能仓

储物流、智能服务与网络协同制造等方面

予以规划和建设。考察组一行现场参观

了工厂智能生产车间等处，对企业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连连称赞。于立忠表示，

菲尼克斯新一代智能工厂处处体现了企

业对智能化制造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刻理

解，这也是海安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

在，非常值得学习借鉴。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混凝土外加剂、工程防水防

护与修复材料、道路功能材料等高性能土

木工程材料的研究开发、规模生产和推广

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2022年产值 21.78
亿元。于立忠对公司坚持“三一流”，即科

技人才一流、科研平台一流、科研成果一

流的做法表示认同。

每到一处，考察组都认真听、仔细看、

详细问，并不时拿出手机拍照，将江宁区

推动产业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科技

创新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记录下来。

座谈会上，两地作了进一步交流。林

涛从创新发展、产业体系、文化底蕴等方

面介绍了江宁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表示，海安在产业发展、“三农”工作、城镇

建设、干部培育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江宁学

习借鉴的地方，双方可以通过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互学互鉴、互帮互助，推动两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于立忠表示，通过此次学习考察，深

刻感受到江宁创新动能强劲、产业体系完

善、文化底蕴丰富。海安制造业发展速度

快，产业门类齐全，当前正处于宽领域融

入苏南、深层次接轨上海、全面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叠加期，海安将以本

次考察学习为契机，把看到的、学到的宝

贵经验带回去，结合海安实际，学以致用、

取长补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学 习 贯 彻 全 国 两 会 精 神

本报讯 （记者 李仁霞）

3月 16日，“一城百味 品味南

通”南通市“中餐繁荣”海外推

广活动在海举行。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宗宏斌，南通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小红，海安市委

副书记、市长谭真，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钱旭

东等参加活动。

“中餐繁荣计划”自 2014
年开始实施，是国务院侨办推

出的海外惠侨工程八项计划的

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为侨

服务、推动海外中餐发展、支持

侨胞事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的具体举措。近年来，南

通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

加强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的决

策部署，扎实推进海外惠侨工

程中餐繁荣工作，不断加快南

通餐饮业走出去的步伐。

王小红强调，要进一步整

合人才文化资源，激发中餐繁

荣工作的内生动力，强化中餐

繁荣示范基地建设，培养一批

从事海外交流的优秀中餐从业

人员。要深入挖掘南通地方特

色菜肴、“老字号”的文化背景，

抓好特色菜谱、名特优产品的

收集整理，打造极富南通特色

的中餐繁荣海外推广品牌。要

进一步强化体制机制建设，构

筑中餐繁荣工作的坚实基础。

全市各级统战侨务部门要充分

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有力统筹

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健全完善

中餐繁荣工作机制，全面摸清

南通籍侨胞在海外从事中餐行

业有关情况，多部门携手助侨惠侨。她希望全市广大侨界

人士能够各尽其能、各展所长，把资金、技术、人脉等优势

资源调动起来、发挥出来，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视角，讲

好南通故事，弘扬传统文化，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大局、

同圆共享“中国梦”凝聚智慧和力量。

谭真表示，海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落实省委、

南通市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中餐繁荣培训、实践基地作

用，更大力度引导和扶持海外中餐繁荣推广，加快海安河

豚、曲塘羊肉等特色美味“走出去”步伐，促进海内外中餐

业联动发展，助力中华美食文化软实力提升。海安将以食

为媒，加强对海外侨胞的情感联络，进一步扩大为侨服务

领域，创新为侨服务手段，搭建更多的交流合作平台，服务

和凝聚好海外华侨华人。

活动中，中餐繁荣推广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介

绍了南通“老字号”发展情况；2家中餐繁荣培训基地、6家
中餐繁荣实践基地、一批海外中餐繁荣推广基地举行授牌

仪式；3所培训基地与3家侨资餐饮企业签署人才培养输出

合作协议；聘请了中餐繁荣海（境）外推广大使；使领馆代

表和海外代表们进行了发言；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舌尖

上的南通”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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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周五）中午 12∶00，海安市委副

书记、市政府市长谭真将走进海安《政风行风

热线》直播室，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切实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海安人民广播电台

FM88.8 频率、海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海

安发布”视频号、“悦海安”APP同步直播。届

时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896941、88896110、
88896919和88896929参与投诉或咨询建议。

于立忠赴南京市江宁区学习考察

对标先进学经验 谋划思路再争先

2023年3月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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