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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徐书影
通讯员 徐力群）塔吊“长臂”挥舞，
工程车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加紧作
业……连日来，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临港工业区内，九州星际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于去年 7月
份正式动工，目前部分主体已封顶，
计划今年底投入生产。”九州星际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兵说，
项目推进得如此之快，离不开金融
机构的大力支持。

原本，九州星际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新注册企业，由于没有过往经营业
绩支撑，很难获得高额授信，“但经过
上门调查后，我们都认为这家企业前

景较好，且属于科技型制造企业，符
合我行支持条件，于是积极向上级行
争取，最终得到上级行支持，对企业
授信 1.5亿元。”农业银行如东支行公
司金融部总经理吴亚兵告诉记者，针
对首笔9500万元的贷款，农业银行如
东支行在企业不能享受普惠贷款优
惠利率的条件下，将利率降到了4%的
同业最低水平，有力减轻了企业负
担。日前，九州星际项目已被列入
2023年省重大项目清单，全面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应税销售 22亿
元、税收 1.8亿元，将为地方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九州星际项目的案例仅仅是我
县金融机构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县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及全县各金融机构
主动作为，靠前发力，持续开展政
银企对接活动，不断加大对重大项
目、重点产业及企业的金融服务力
度，为我县加快建设“工业强县”提
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数据显
示，今年 1月份，我县新增工业贷款
38.1 亿元，占全市工业贷款增量的
31.67% ，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37.4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6 个百
分点。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加速流
向工业企业，让实体经济的底座变
得更加稳固。江苏如石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在新产品研发的关键时
刻，获得工商银行如东支行 990 万
元流动资金贷款，有力解决了公司
科研投入及生产要素保障等方面
的资金需求；省重大项目——金光
如东产业基地项目得到银团支持，
成功融资 47亿元，保障了项目如期
建成投产，目前，一期 24 台纸机全
部开机，达产后，年应税销售将超

百亿元；如东农商银行马塘支行通
过大走访了解到江苏天肽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在建项目设备款及流动资
金有缺口，于是通过抵押方式增量
5000 万元项目贷款，帮助企业解决
了资金周转困难……一个个金融赋
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让如
东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去年，我们精准对接和靠前
挖掘企业信贷需求，实现了金融业
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互动互促的
良好效应。2022 年，全县新增工业
贷款 95.49 亿元，增量在南通六县
（市、区）排名第一。”县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建虹表示，今年
将引导各金融机构继续大力支持
制造业发展，围绕如东新材料、生
命健康、半导体等九大产业链，引
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优化增
量结构，主动对接市场主体资金和
服务需求，为我县加快建设全市跨
越发展增长极、全省向海发展先导
区、全国绿色能源示范城贡献金融
力量。

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5年 9月，是国家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龙源电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的区
域性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江苏区
域陆上风电项目开发、建设、管
理和运营工作。公司在如东建
有风电厂 3 座，负责 271 台风机
的日常运维和故障检修工作，装
机容量 400 兆瓦，年发电量达 5
亿千瓦时。据悉，截至目前，全
县已建成风电场30座，风电装机
容量 573.48万千瓦。去年，如东
新能源上网电量 130.07 亿千瓦
时，超出全社会用电总量 49.54
亿千瓦时，平均每天能向华东电
网输送 3500 万千瓦时电。与传
统燃煤火电相比，相当于节约标
煤 377.2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1560.8万吨。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贾兆亮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王莹） 15日下午，县政协财经贸易
工委组织开展金融助推乡村振兴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通过
协商议事形式，为全面推动我县从
农业大县向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全、产业韧性强、竞争
能力强的农业强县跨越建言献策。

会上，相关委员、相关村负责
人就金融如何助推乡村振兴进行
交流发言，县农业农村局、县地方
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开
展协商交流，充分释疑解惑、广泛
凝聚共识。

县政协主席蒋树建参加活动，
他表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
要充分认识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
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解决制约农村
现代化发展的金融短板，向农村注
入更多的金融血液，推动农业提质
增效，激发强村富民新活力；要持续

提升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实
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积极探索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
路径，着力破解乡村振兴的瓶颈问
题，加强财政扶持和金融助推的融
合；要不断优化金融支持乡村振兴
的整体合力，打好“组合拳”，建立政
银农联络沟通机制，常态化开展座
谈会，加强金融政策的宣传力度，打
通金融服务乡村的“最后一公里”。

蒋树建希望县政协财经贸易
工委继续通过聚焦群众关切进行
选题、凝聚各方共识开展协商、推
动成果转化加快落实等举措，着力
解决群众家门口的事，让“有事好
商量”成为交流学习的新平台、联
系基层群众的新纽带、民主议事的
新途径，更好地助推全县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县政协原主席陈建华，县政协
副主席陆茵、江新泉参加活动。

县政协开展金融助推乡村振兴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

“你们看，这里的变化完全超过
了30年前我们的想象！”11日上午，在
洋口港开工建设二十年到来之际，洋
口港人工岛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
人。他们设计出了洋口港的宏伟蓝
图，见证了洋口港二十年的波澜壮
阔，他们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一群为制
作洋口港模型呕心沥血的老港口人。

当客车越过 12.6公里长的黄海
大桥，停在阳光岛上，只见一座座液
化天然气和液化品储罐棋布在岛上，
产业发展生机盎然。2008年建成的3
平方公里阳光岛，目前已经落户 4个
液化天然气项目，年接卸、气化、外输
能力达到1000万吨；沿海滩涂匡围出
30平方公里工业区，桐昆、金光等3个
百亿级项目相继落户，并陆续投产。

“当初我们规划的只有一座桥，现在
竟然建成了3座，真的太了不起了，放
在当年真是想都不敢想啊！”当时在
洋口港开发办公室担任宣传组组长
的陆建平见到眼前场景不禁感慨。

“你们看，我们走的叫黄海大桥、
右边是新建的黄海二桥，承载车载货
运功能；左边是管廊桥，把岛上的进
口的天然气送到长三角……”在洋口
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许姚军
的带领下，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洋口港
新城区、黄海大桥和 5万吨级重点码
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洋口港开发正
处于创业年代，没有图纸，没有资料，
洋口港能不能建？怎么建？成了困
扰专家们最大的难题。经过多番协

商后，最终决定先制作出港口模型，
呈现发展蓝图，也好让前来如东考察
的客商们吃颗“定心丸”。为了尽快
完成任务，我县有关单位调集精兵强
将，统一吃住在一起，夜以继日。“没
有参照物，我们就把洋口港开发目标
方案作为制作依据，同时发挥想象
力，在沙洲上筑岛，架设桥梁通向海
中的人工岛，在滩涂打造临港工业
区。”当年参加模型制作的丁征峰回
忆道，“我那时候30岁不到，尽管天天
不回家，但是为家乡建设发展献力的
意念一直支撑着我，到了夏天突击组
装时，就算蚊虫再多，大家都劲往一
处使，克服困难，只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 1993

年，在拟建矿石码头的武钢集团来如
考察之前，赶制出来了洋口港规划模
型。这个模型在当年洋口港的项目
审批、招商引资及工程建设等方面立
下了汗马功劳，还先后多次被拆卸搬
运到上海、南京等多种会议上广为宣
传，极大地增强了洋口港在海内外的
知名度，加快了洋口港的开发进度。
历经二十年沧桑巨变，当年的宏伟蓝
图早已跃然眼前，昔日的小渔村也蜕
变成为千亿级产业港。“三四十年过
去了，我又回到了这里，以前这里就
是茫茫一片滩涂，你看，现在这么多
大型企业落地在这里，为咱们如东的
发展添砖加瓦，多好啊！以后一定还
会越来越好！”满头银发的陆建平望
着一望无垠的海面感叹道。

今年1月份，我县新增工业贷款38.1亿元，占全市工业贷款增量的31.67%，工
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37.4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金融活水“贷”动“如东制造”加速跑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贾兆
亮） 16日，我县举行 2023年春季
新兵欢送会，欢送即将奔赴军营报
效祖国、奉献青春年华的 85名新
兵。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黄涛，
副县长陈晓莉参加会议。

欢送会上，陈晓莉代表县委、
县政府和全县百万人民，向光荣
入伍的新战士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她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
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军队，是我们
党、国家和人民信赖的军队。参
军入伍，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多年来，我县广大
适龄青年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
召，依法履行兵役义务，踊跃报名
参军，在祖国的千里边防、万里海

疆、大漠雪域、边关海岛，处处留
下了如东儿女的闪光足迹。希望
大家到部队后，要努力学习，加强
思想品德修养，不断改造世界观、
人生观，努力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
道德的纯洁性；牢记使命，继承和
发扬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革命传统，以先辈
英模为榜样，牢记历史使命，胸怀
崇高理想，模范履职尽责，为军队
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要
严格训练，刻苦钻研军事技能，努
力把自己锤炼成一名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期四
有军人。

会上，新兵代表作表态发言。

送新兵 踏征程

我县举行2023年春季新兵欢送会

老港口人故地重游 感叹30年巨变

县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要
坚定不移强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能；要坚定不移强三农，激发乡
村振兴新活力；要坚定不移惠民
生，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曹埠镇
党委书记徐鹏飞表示，全镇将紧紧
围绕县委县政府“六个年”工作部
署，坚持“争先进位”工作主基调，
系统谋划，聚焦工业、农业、民生三
大领域，打造五项特色，以更高水
平扮靓如东“南大门”。

去年，曹埠镇全年实现工业
应税销售 46.5亿元，增幅 15%。新
开工 5亿元以上项目一个，在建亿
元项目 3个，竣工亿元以上项目 1
个，项目建设连续三季度获得县
流动红旗。同时，工业园区二期、
安防产业园正式启动。徐鹏飞表
示，曹埠镇将坚定不移将主要精
力向项目集中，充分发挥产业、区
位、人文优势，招引一批带动能力
强、科技含量高的专精特新和小
巨人项目，全年力争实现亿元以
上新开工项目 3 个、竣工项目 2
个、达产项目2个。

去年，如东县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
厅联合认证，创成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并成功授牌。依托省级农业园
区平台，曹埠镇积极培育本土特色
农业产业，优质稻麦（元麦）、绿色
果蔬、种苗种业等特色农业品牌初
具规模。徐鹏飞表示，将聚焦现代
农业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先进村
培育打造。借助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这一平台，不断提升农业
产业化、市场化水平。立足现有基
础，培育本土特色农业企业，进一
步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引力度，促
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曹埠镇还将持续推进教
育、医疗、出行等领域民生实事建
设，重点完成四所学校硬件改造提
升、公立医院实体化运作、农村道
路提档升级、路灯亮化三期工程等
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 洪绍敏 徐悦
箫 李长华）

凝心聚力 以更高水平
扮 靓 如 东“ 南 大 门 ”

——访曹埠镇党委书记徐鹏飞

中国式现代化如东新实践

持续掀起高质量发展

热潮高潮热潮高潮

□ 全媒体记者 陈慧 李晨逸 冯益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