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生产总值

如东县
根据市统计局反馈数据

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51.61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增长10.3%

两年平均增长7.7%

第一产业增加值51.07亿元

增长5.1%
两年平均增长3.0%

第二产业增加值487.28亿元

增长12.3%
两年平均增长7.9%

第三产业增加值413.27亿元

增长8.8%
两年平均增长8.1%

经济运行情况
前三季度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0.09亿元
同比增长8.5%
两年平均增长7.8%

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3%
两年平均增长3.2%

前三季度，全县水产品产量
23.68万吨
同比增长4.4%

前三季度，全县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4%
两年平均增长10.4%

前三季度，全县共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774家

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1227亿元

同比增长22.9%

1-8月份，全县实现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
50.70亿元

同比增长

35.2%

两年平均增长
24.9%

前三季度，全县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55.53亿元

同比增长22.2%
增速全市排名第一

两年平均增长8.9%

前三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7.7%
两年平均增长9.0%

工业投资
同比增长16.1%
两年平均增长14.3%

前三季度，全县累计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5.05亿元
同比增长15.7%

税收收入
45.42亿元
增长15.8%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06.21亿元
同比增长11.9%

农 业 工 业 服 务 业

消费市场 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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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书
影 贾兆亮） 26日下午，我县召开
《如东县区域治水活水畅流方案》
专家评审会，共同为推进我县区
域水环境治理工作出谋划策。县
委常委、副县长徐东俊，副县长曹
贯中参加会议，南通市水利局总
工程师卢建均主持会议。

评审会上，评审专家组以及
与会的部门、镇（街道）代表认真
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汇报，并结合
我县河道水系分布以及水环境治
理情况，对方案内容进行了认真
研究和讨论，提出了中肯意见和
建议，认为该方案目标明确，总体
思路清晰，基本符合南通市区域
治水总体要求。

“活水畅流”工程指的是在控
源截污的基础上，利用现有水利

工程、增建控导工程，扩大水源，
营造水势，使水“连起来，流起来，
活起来”，从而实现水安全保障到
位、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环境稳定
达标、水生态加速修复等目标。

曹贯中表示，“活水畅流”工
程的实施，将对提升和改善我县
水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他要
求编制单位充分吸纳专家组和与
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
修改完善方案，增强方案的可行
性和操作性。各有关职能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沟通，凝聚合力，把规
划方案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
保区域治水活水畅流方案更加符
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同时，他也希望与会专家继续关
注如东，多为如东水环境治理工
作提宝贵意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单佳凯 冯
益军）围绕南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
告对如东提出“建设全省向海发展先
导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的发展定
位，我县进一步找准座标、强化担当，
转变理念抓项目，抢抓机遇促转型，以
实际成效奏响如东“跑赢新赛程、争当
排头兵”最强音。

连日来，位于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临港工业区的永丞汉邦新材料项目正
在抓紧基建，这个项目是洋口港今年
新开工的 10 亿元以上项目之一，目
前，永丞汉邦项目部分主体已封顶，明
年一季度有望竣工。项目建成后，可
年产 20万吨胶乳、1800吨粉末橡胶、
15000吨密封胶以及 20000吨高分子
合成板材。

“我们主要原料是丙烯腈和丁二

烯，在华东地区，洋口港的丙烯腈储存
量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的平均成本会
低很多。”江苏永丞汉邦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忠祥告诉记者，当初
之所以选中在洋口港投资，主要是看
中这里的地理位置和港口资源条件，
同时，洋口港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比较
大，给公司在洋口港这片沃土上投资
兴业增添了强大信心。

“重大项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依托丰富的港口资源与临
港土地资源，我县吸引了一批对港口
依赖程度较高的重大产业项目，包括
总投资 450亿元的金光如东产业基地
项目、总投资 200 亿元的桐昆（洋口
港）聚酯一体化项目、总投资超百亿元
的台湾中石化项目等。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作为我县重特

大项目主要载体之一，持续围绕“能源
岛、产业港”发展定位，瞄准“三千一百
亿”奋斗目标，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力
争为“谱写沿海高质量发展如东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将
不断壮大临港产业，重点围绕石化新
材料、LNG、高端造纸、纤维新材料等
主导产业，不断推动下游产业精深化、
链条化、集群化发展。”洋口港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周梁表示，洋口港将
积极打造具有港口产业特色的现代化
产业板块，不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全区将进一步优
化招商方向，通过市场招商、委托招
商、积极拓展项目源，全力全速招引一
批绿色、科技类项目，为洋口港下一阶
段的稳步发展装上“强劲引擎”。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不动摇，各镇（区、街道）
纷纷紧锣密鼓推进项目建设和招商引
资。1至9月份，全县新开工10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13个，完成工业投资259.5
亿元，其中制造业完成投资 206.1 亿
元。工业技改完成投资 96.8亿元，占
工业投资比重 37.7%，占制造业投资
46.9%。23个续建重特大项目年内完

成投资 174亿元，完成盘活项目用地
2871亩，项目建设呈现持续突破的良
好态势。特别是百亿级重大项目逐步
进入产出期，金光如东产业基地上半
年开机投产，桐昆聚酯 3号线计划四
季度投产，能源岛建设进展顺利，总投
资100亿元的华润燃气LNG接收站项
目上月正式签约，总投资 686亿元的
13个海上风电项目年底将全部建成。

目前，我县正在进一步强化顶层
设计、关键环节和过程控制。着力围
绕生命健康、半导体等九条产业链，由
县领导任“链长”，牵头部门、重点园区
联动发力，推进产业链招商和重大项
目建设，打造一批“链主企业”和省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进一步健全完善县
领导挂钩重大项目机制、镇区服务重
大项目专班机制、机关部门服务项目
质效评议机制等，切实当好项目服务
的“店小二”。在项目建设服务过程
中，以领导挂钩和季度交办单等多种
形式，保障项目建设序时任务的完
成。持续开展双月重大项目现场观摩
活动，努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
氛围，全力推进一批项目快建设、快投
产、快达效。

“喂，洋口镇指挥中心。”“收到，请
指示。”“接群众 12345服务热线建议，
闸西村有一处河道正在排污，请求制
止排污行为。”

近日，洋口镇镇域治理现代化指
挥中心接到县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
心指令。随即，镇指挥中心连线闸西

村网格员，得到网格员实地查看后的
情况反馈，指挥中心立即采取多部门
联动模式，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商
讨和整改。

“以前有问题，都不知道自己的事
归哪个部门管，经常跑了很多冤枉路、
绕了不少弯，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就

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真是又方便、又快
捷！”22日下午，县域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调研组来到洋口镇，对 12345市
民服务热线工作进行“回头看”，经过
实地走访，前期群众反映的闸西村污
水排放、张棣村河坝贯通等问题均得
到了及时回复和妥善处理。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
我县依托县、镇两级治理现代化指挥
中心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写照。
群众通过指挥中心平台反映的每一个
问题，都会借助现代通信技术直达现
场，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综合

指挥，督促问题解决、核实处理结果。
指挥中心的运行使问题得以及时报
送，“进一家门”就能顺利解决，让群众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调研组不仅在田间地头了解群众
的真实反馈，还来到各镇的指挥中心，
一边看着在工作人员操作下不断闪烁
更新的大屏幕，一边仔细询问镇区在
推进平台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现场演示、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
方式，详细了解镇域治理现代化工作
开展情况。

（下转第二版）

我县突出“项目为王、质态为本”理念，实施和储备一批优质重大项目，加快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

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增势蓄能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前三季度我县经济运行“成绩单”发布

“最强大脑”为县域治理“插上翅膀”
□ 全媒体记者 周雨霁 吕二函

““双双聚聚双双高高””作风效能提升作风效能提升

《如东县区域治水活水畅流方案》
专家评审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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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 张凯 冯益军） 26日，安庆市
怀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胜江、
副主任方茂盛率考察组到我县考
察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中心和智慧
人大信息平台建设情况。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昌龙、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徐鸿斌陪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来到县人大代表
履职服务中心，现场观看了智慧
人大平台演示，深入了解智慧人
大运行、后台工作管理、代表履职
制度等情况。陈昌龙向考察组介
绍了如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
如东人大特色亮点工作。近年
来，县人大常委会创新活动载体，
突出服务群众，相继开展了人大
代表“访选民、问项目、评部门”、
人大代表助力小康强企、助村、清
水、通达、法治“五项行动”等主题
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
用。围绕县委“清水绿岸”提质三
年行动计划，全力开展人大督查
助推工作，推动完善水环境突出
问题联席会办等机制，实行清单

交办、清零整改“两清”闭环督
查，全县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健全和完善“互联网+代表履职”
平台，打造如东智慧人大“四新
工程”建设品牌，即建设“两个机
关”的新抓手、落实“两个联系”
的新平台、强化“两个服务”的新
窗口和服务“两级代表”的新家
园。设立以“中心—站—点”为
载体的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体系，
高标准建成 1个县人大代表履职
服务中心、16个镇区街道人大代
表履职服务中心、70个人大代表
工作站、179个人大代表联系点，
人大特色工作持续深化，品牌效
应不断彰显。

刘胜江对我县人大工作开展
情况表示赞赏，认为有不少好的
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希望
在今后工作中，双方进一步加强
交流学习，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共
同提升人大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座谈会后，考察组一行还参
观了洋口港阳光岛和长沙镇人大
代表履职服务中心。

安庆市怀宁县人大常委会

领导来我县考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陈
朱宇晔） 26日上午，我县召开综
合治理执行难工作第二次联席会
议，研究部署全县综合治理执行
难相关工作。

2021年以来，县人民法院共
受理执行案件 3376件，结案 2905
件，执行到位标的额2.82亿元，长
期未结执行案件实现清零，有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执结
率并列全省法院第一，多项执行
质效指标处于全市前列。近期，
我县研究出台了《关于为“拒执
罪”自诉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
助的暂行办法》《关于深入推进律
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网格员协助执行暂行

办法（试行）》三个制度文件，进一
步优化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
联动机制作用。

会议要求各部门树牢大局意
识，进一步增强工作主动性；坚持
问题导向，进一步找准工作着力
点；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提升工
作执行力。持续“固底板、补短
板、拉长板”，以实际行动落实“双
聚双高”践行“两在两同”，推动综
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取得新的更大
突破，坚定不移地向着党中央提
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

会前，与会人员还集体参观
了县人民法院院史馆、法治馆、政
治教育展馆、诉讼服务中心、执行
指挥中心，并观摩了庭审现场。

我县召开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
第二次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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