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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艘 LNG巨轮携清洁能源漂
洋过海而来，一个个重大产业项目落
地开花，一座座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昔日人迹罕至的临海荒滩，如今
已成为向海发展的前沿阵地。

两面环海、拥有 86公里绵长海岸
线、496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海洋是如
东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能
的潜力所在。纵观如东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向大海要资源、求发展，要质
量、求效益的奋进史。近年来，策应海
洋强国建设以及江苏沿海发展战略，
如东锚定“打造全省向海发展先导区”
目标，充分发挥一类口岸开放及清洁
能源枢纽优势，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发
展，向海大港口、大产业、大开放格局
正加速形成。

建大港 打造向海发展“桥头堡”
7月 22日中午 12时 45分，在 4艘

拖轮的牵引下，来自卡塔尔的 Q-
MAX型LNG运输船“拉什达”号安全
平稳停靠如东洋口港LNG码头。

作为目前世界上船体最大的
LNG运输船，“拉什达”号此次共载货
约11.2万吨，折合天然气约1.6亿立方
米，相当于 80 万户家庭一年的用气
量。“投运 11年来，全球在运行的Q-
MAX型LNG运输船均已光临过中石

油江苏 LNG接收站。”中石油江苏液
化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
监缪晓晨告诉记者，Q-MAX型 LNG
运输船的常态化靠泊，标志着洋口港
烂沙洋航道与接收站码头已适应全球
各类型LNG巨轮的通航及接卸需求，
对进一步放大港口优势，提升港口经
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沿海地区而言，要想富，先建
港。倚港而兴，是“向海经济”最强势
的一环。近年来，围绕提升港口能级，
如东大力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一
系列重大工程相继实施。目前，洋口
港烂沙洋北水道 10万吨级航道通过
浚深航槽，已升等至 15万吨级，可满
足 15万吨级船舶全潮单向通航、全天
候进港，打通了大型船舶进出港通航

“大动脉”；阳光岛南侧航道具备 7万
吨级船舶双向通航能力，可保障临港
工业区企业生产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需
要；陆岛连接通道——黄海大桥二桥
工程计划今年底合龙，明年 6月份交
付验收，建成后，大桥运载能力是现在
的两倍，将有力提升港口物流综合服
务能力；洋通高速二期正在进行灌注
桩施工，该高速通道 2024年年底通车
后，可助力洋口港快速接入G15、G40
等国家干线高速，对改善港区集疏运
条件、促进向海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

用；此外，洋吕铁路（如东段）也在加紧
建设中，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中普速铁路网“三门峡经禹州至江
苏沿海港口铁路”的最后一段，洋吕铁
路建成后，将打通铁路进港“最后一公
里”，为港口经济腾飞注入强劲动力。

随着港口基建提速加力，如东向海
发展的通道愈发通畅。2011年正式通
航至今，洋口港液化产品吞吐量实现了
从零到百万吨的跨越，2021年全年共接
卸LNG718万吨、丙烯腈27万吨，创下
开港以来最高纪录。今年上半年，港口
吞吐量超 350万吨，与去年基本持平。
据如东海关统计，1-6月份，如东实现外
贸进出口284.67亿元，同比增长40.1%，
增幅列南通市4县（市）6区第一。

聚产业 点燃向海发展“主引擎”
打造向海经济，核心在港，重点在

兴“业”。眼下，如东临港产业区内，总
投资 450亿元的江苏省重特大产业项
目——金光如东产业基地项目 1号、2
号、4号生产线 12台纸机顺利开机投
产。“3号、5号、6号、7号生产线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70%。”金红叶纸业（南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威助告诉记者，
一期全面投产后，公司年应税销售可
达百亿元。

金光项目之所以选择落户如东，
看中的就是海港优势。“进口原料需要
我们布局沿海，如东拥有丰富的港口
资源、便捷的向海通道，可以大大节省
企业运营成本。”林威助说，金光项目
由印尼金光集团投资建设，主要生产

“清风”“唯洁雅”“真真”等享誉国内外
的生活用纸产品。项目规划分三期实
施，其中，一期设计年产能为 78万吨，

建成后，该基地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单
一生活用纸生产基地，在全国绿色高
端生产用纸产业布局中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

近年来，如东积极抢抓政策机遇，
大力发展以海洋产业、绿色临港产业、
腹地特色产业为主的“向海产业”，重
点打造以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洋口镇
（沿海经济开发区）、如东经济开发区
等载体为主的“向海产业”聚集基地，
推动向海经济全面起势——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依托港口优
势，精准布局石化新材料、LNG等产业
板块。计划总投资450亿元的桐昆（洋
口港）聚酯一体化项目致力打造纺织
一体化基地，建立以 PTA-聚酯-长
丝-加弹-经编-印染为核心的纺织产
业链，实现从“一滴油”到“一根丝”再
到“一匹布”的全产业链模式；威名石
化连推三期项目，致力打造一个从石
化到精细化工，从生产、销售、研发、物
流到检测的产业集群；3平方公里的阳
光岛上，中石油、国信、协鑫、华润 4个
重大能源项目先后布局，预计到“十四
五”末，该岛年周转规模将超过2000万
吨，有望实现年应税销售超1000亿元。

如东经济开发区重点培植高端装
备制造、生命安防、纤维新材料 3个产
业集群，推动江东电子铜箔二期、恒辉
产业园、鸿瀚新材料、锂电池用铝塑膜
等一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洋口镇（沿海经济开发区）倾力打
造以化工新材料、高端植保、新能源等
为重点的现代临港产业集群，吸引了
优嘉植保、九九久新材料、中国天楹重
力储能及成套设备制造等众多优质项
目落户。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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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鞍马犹未歇，战鼓又催征。
艰辛的“上半场”已经过去，在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双线作战”中，如东上下同心、
攻坚克难，经济发展承压前行，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对于“下半场”工作，县委十五届四次全会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全县上下要始终保持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与时间赛跑、以实干奋
进，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落下的进度补
上来、把发展的节奏提起来，确保全年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拼抢“下半场”，须有“挑大梁”的自觉。作
为省市沿海发展的重要板块，勇挑大梁是如东
的必然担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追求。如
东拥有得天独厚的滩涂、岸线等资源禀赋，港口
基础设施配套日趋完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等沿海产业特色也愈发鲜明，向海发
展无疑是我们角逐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必然选
择、必由之路，我们要聚焦这一标志成果，推动
向海发展加速发力。牢固树立全县都是沿海的
理念，强化产业支撑，优化空间布局，提高贡献
份额，擦亮生态底色，努力打造一批事关全局、
影响长远的标志性成果，加快建设全省向海发
展先导区。

拼抢“下半场”，须有“育新机”的欲觉。“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前的如东正处于爬坡
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在狭路相
逢中赢得主动、后发赶超？关键是要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实体兴则经济兴，实体强则经
济强，要聚焦改革创新，坚持改革引领、创新赋
能，释放改革发展活力，夯实科技人才根基，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繁荣发展，努力
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吸引力、抗风险能力。项
目建设事关发展全局、发展地位、发展形象，要
聚焦项目建设，强化“项目为王”的理念，在源头
拓展、平台打造、机制保障等方面全面发力，进
一步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擦
亮营商环境品牌，以项目建设新突破带动经济
社会发展新提升。同时要聚焦城市更新，推动
品质能级加快提升；聚焦示范带动，推动乡村振
兴全面实施；聚焦水质达标，推动生态环境显著
改善；聚焦民生保障，推动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拼抢“下半场”，须有“防风险”的警觉。“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眼
下正值高温时节，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多地频发，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等方面都面临很大挑战，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怀远虑、居
安思危”，聚焦发展安全，推动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始终绷紧安全稳
定这根弦，突出本质安全，守牢稳定底线，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把各类
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
社会环境。

勇攀高峰，最吃劲的是登顶时刻；接力奔跑，最关键的是最后冲
刺。让我们锚定新目标、鼓足精气神，将“上半场”跑出的良好惯性转
变成接力的新起点，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全力拼抢“下半场”，书写

“强富美高”新如东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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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8月，如东经济开发区乘
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正式诞生，拉开“如
东开发园区建设”的大幕，南黄海畔的
滨海小城从此开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泥泞小道到路网纵横交错，从
茫茫草荡到现代化园区，30 载筚路
蓝缕，如东经济开发区用奋斗书写
梦想，在探索中开创未来，逐步铸就
起一座产业兴旺、人才汇聚、配套完
善的活力新城。如今，产业集聚区
面积达 26.7平方公里，工业企业总数
突破 300家，规上工业应税销售突破
340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68 家，
省级民营科技型企业达 103 家。肩
负着“当好全县跨越赶超先行军”使
命的如东经济开发区，而立之年再
出发，在国家“一带一路”、长三角一
体化、江苏沿海开发等多重国家战
略叠加下，正致力走一条更具内生
力的腾飞之路。

从零起步，坚决扛起“开发区担当”
作为江苏省首批省级开发区和如

东首个开发园区，如东经济开发区自
诞生之日起，便被寄予厚望。然而，初
创期的如东经济开发区，空间、总量
小，底子、基础薄，在同批成立的园区
中，发展并不占优势。

“先天不足”，唯有“后天努力”。
30年来，如东经济开发区解放思想、迎
难而上，大力抢抓政策机遇，扎实推进
软硬件设施建设，大交通、大平台日新
月异。嘉陵江路、鸭绿江路、昆仑山
路、黄河路、海河路等贯穿园区的主次
干道互联互通，区域融合不断提速；双
逸创业园、敦宏产业园、新宇科创园等
孵化载体相继建设并投入使用，区域
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扶持制造业
创新发展“30条”、人才新政“70条”等
一系列惠企政策落实落地，创新主体
活力迸发；“园区保”白名单接续发布，
区内科技含量高、成长速度快的企业
融资有保障；深化“放管服”改革，开通
26℃温馨服务快车，助企纾困既有力
度又有温度……政策红利的开放外力
与自我改革的内力相互催化，凝聚起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数据显示，2021年，如东经济开发

区存量规上工业企业有 113家，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应税销售 346亿元，占
全县份额约 20%，凭借着不断积蓄起
的实力，如东经济开发区正逐步成为
如东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

从蹒跚中起步，经过几代开发区
人艰苦奋斗、团结拼搏，如东经济开发
区正从快速扩张高速度发展阶段进入
谋求高质量发展品质时代。“新时期，
如东经济开发区将瞄准打造高质量发
展核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产城融合
示范区定位，切实强化产业功能、提升
发展速度，全力担当如东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确保‘十四五’期末全区经济
总量占全县份额不少于 25%。”如东经
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五霞介绍。

“园区发展事关全县大局，提升园
区贡献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跨越赶超的关键支撑。”县委书记陈慧
宇表示，如东“因海而生、向海而兴”，
近年来，全县上下正瞄准勇当长三角
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发展战略目标
定位，努力把如东打造成为全市跨越
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发展先导区、全
国绿色能源示范城。如东经济开发区
作为如东“向海图强”的增量空间和战
略实施区，应在全县发展大局、高质量
发展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

贡献。

质量变革，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塔吊林立、机声轰鸣，8月 14日一

早，恒辉安防产业园项目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作为如东打造高
端安防产业集群，建设长三角（如东）
安全产业园国家示范园区的重点工
程，恒辉安防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17.6亿元，将着力打造高速智能、自动
化、数字化生产线与个体安防产品一
站式采购平台。该项目的实施，不仅
为如东优势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也为如东经济开发区持续推进园区企
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生动案例。

经过多年延链补链强链，如东经
济开发区风电装备制造、安全防护用
品产业跨进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行
列，先后聚集江苏海装、重通成飞、恒
辉、汇鸿等一批骨干企业。火炬基地
的鲜明特色，折射出如东经济开发区
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布局的路径。如东
经济开发区地处如东腹地，空间拓展
能力不足，走“小而精”的精细化发展
之路，是激发如东经济开发区比较优
势的必然选择。在过去30年尤其是近
5年的发展过程中，如东经济开发区通
过以制造业为重点，串点成链、集链成
群，在转型发展中重塑产业格局，目前
已形成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
料三大百亿产业集群。（下转第二版）

三十年，蓄势崛起谱新篇
——如东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纪实

□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回眸三十年回眸三十年··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如东经济开发区建区三十周年系列报道如东经济开发区建区三十周年系列报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
婷 姜宁惠） 16日上午，我县召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公共空间治
理推进会。县委副书记许金标、
县政府党组成员曹贯中参加活
动。

许金标表示，实施农村环境整
治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水
环境综合整治、村容村貌提升、长
效管护机制建立等方面，同时又与
农村公共空间治理有交叉重合的
领域，各镇区和相关部门必须进一
步统一思想，勇担重任重责，聚力
攻坚突破，通过公共空间治理的

“小切口”，统筹做好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的“大文章”，以宜居宜业的环
境空间来吸引人才、资金和资源向
农村聚集，助力乡村振兴“大战

略”。要对照实施方案目标，结合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要求，突出重
点，轧紧序时，强力推进，全力抓好
农村厕所革命、村庄清洁行动、农
村水环境治理等环节，突出重点特
色，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取得新突
破。要树立久久为功抓提升的思
想认识，把农村环境空间整治提升
作为一项经常性重点工作，坚持抓
整治与重巩固相结合，做到抓经
常、经常抓，抓反复、反复抓，持之
以恒，形成常态，确保长效，真正让
整治成果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实
践检验。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城
中街道六总村、长沙镇四桥村和
陆河村，了解“四好农路”建设、河
道空间治理、农村道路整治、农村
户厕改造等情况。

我县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暨公共空间治理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