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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书 记 请 放 心
年初，我县成功举办射阳（苏州）产业招商推介会，现场集

中签约 20 个亿元以上项目；3 月底，比亚迪动力电池射阳基
地二期项目云端签约，两期项目总投资超 100 亿元，预计年产
15GWh 动力电池的一期项目将于 8 月份全线生产；5 月底，
2022 年射阳产业链协同发展招商推介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
项目 24 个，计划总投资超 200 亿元……

近年来，我县牢牢锁定“产业链”关键词，强化企业“龙头
引领”，增强产业“链条韧性”，促进集群“化学融合”，形成规模
效应和溢出效应，以精彩笔触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谋势要要要勾画野链冶式发展新坐标
近期，在射阳经济开发区，立讯汽车电子一期项目生产线

建设如火如荼；新近开工的三彩 LED 显示设备项目快马加
鞭，为光电显示产业集群“添丁进口”；5 月 31 日，2022 射阳

（深圳）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链招商推介会集中签约
10 个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相关项目，将为动力电池产
业链“添砖加瓦”……

“通过产业链协同对接、开放合作，进一步畅通产业循环、
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的产业
动能。”5 月 18 日，县委书记吴冈玉在产业链协同发展招商推
介会上表示。

善弈者谋势。近年来，我县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紧
盯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纺
织、健康食品四大主导产业，主攻风电装备、动力电池 2 条地
标产业链，粮油加工、精密结构件 2 条优势产业链和光电显
示、智慧家纺、水污染防治设备 3 条潜力产业链，绘出产业链
图谱，明确发展路径，以“一链一策”推动主导产业“强筋壮
骨”。

大胆靠前、主动作为，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链

长，牵头推进产业链培育工作，按照“缺什么招什么、什么弱补
什么”的原则，对产业链上游“追根溯源”、中游“强筋健骨”、下
游“顺藤摸瓜”，下大力气引进能够推动产业整合、提高产业关
联度的大项目、好项目。“力争风电装备 30%的头部企业落户
射阳，动力电池突破 50GWH，到 2025 年‘2+2+3’条产业链产
值 1000 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 80%。”谈到未来发展，县
工信局副局长陆艾军信心满满。

跨壁、破界、携手，县内企业“链”出无限精彩。“刚入驻的
时候，电子信息产业园规模还不大。随着政府投入不断加大，
配套不断完善，吸引了一大批相关企业入驻。”晶裕成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是我县培育产业链的受益企业之一，负责人丁惠
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已经形成一条从零部件到手机整机生产
的智能终端全产业链，这对于企业降本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顺势要要要强化龙头引领促野抱团冶
大海澎湃、滩涂绵延，在射阳沿海，一座座风电机组如长

龙列阵，气势非凡。走进射阳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料车
辆往来穿梭，生产车间火花四溅，工人们正在熟练地组装风机
器件，一片片“追风巨人”即将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我们远景能源是国内第二大智能风机供应商、最大的海
上风电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项目涵盖海陆风机总装工厂、叶
片制造、塔筒制造等。”远景能源射阳分公司负责人薛乾龙告
诉记者，射阳基地是远景在全球投产的第一个主营大兆瓦智
能风机装配制造基地，自 2018 年 6 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实现
开票销售 194.03 亿元、税收 10.225 亿元。

海岸线 105.9 公里，海域面积 5130 平方公里，近远海风
电可规划面积 900—1500 平方公里……一组数字造就了射
阳发展风电产业的“得天独厚”。“招旗舰、引龙头”，形成协同
发展的“雁阵”效应，打造规模大、结构优、创新强、质量高的风
电产业集群———这是我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抢抓发展机遇
的“顺势而为”。作为“链主”企业，远景能源牵头加强射阳与国
际能源署、西门子等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前后带动长风海工、
中车时代等 26 家龙头企业落户，基本形成风场开发、风机整
装、叶片以及大数据运维等全产业链条，今年风电装备产业链
开票销售预计突破 150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远景能源联手亨通、舍弗勒等 90

余家上下游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加强与丹麦大使馆、国际能源
署、欧盟商会以及西门子、索迪斯、欧玛嘉宝等欧洲风电强国
企业、协会及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力争有更多国际风电巨头
融入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新能源全产业链生态体系。”陆艾军表
示。

造势要要要打造产业成长野好气候冶
一个投资 75 亿元、厂房占地 647 亩、所需用工约 3000

人的项目，从落户到投产需要多久？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比
亚迪动力电池一期 15GWh 项目用 10 个月给出了答案。一个

“快”字贯穿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射阳速度”的背后是举
全县之力畅通产业生态循环的“齐心协力”。

我县结合全市“进万企解难题、稳增长促转型”服务企业
活动，扎实开展“规上企业家家到、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坚
持县领导挂钩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摸排项目建设存在的
用地、生产要素等问题，逐一帮办销号，推动大批企业与比亚
迪动力电池项目一样，在优良环境土壤的“滋润”下，奔跑在高
质量发展新赛道上。

疫情期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成为重要课题。我县
排出一长串“行动清单”，聚焦资金、物流等项目建设的痛点堵
点，精准落实“苏政 40 条”、市“20 条”等各类惠企政策，出台
射阳“同心抗疫、助企纾困”18 条。“截至目前，县金融监管局举
办政银企对接活动 5 场次，帮助近百家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
50 亿元；县内 3 家融资担保公司为 265 家企业新增担保
14.74 亿元；县人社局为 1287 家单位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079.96 万元。”县项目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链主企业顶天立地，群链企业铺天盖地，要优化产业链组
织分工，发挥行业平台连接人、财、物等要素的枢纽作用是关
键。我县依托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制造业创新中心等载体平
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破市场壁垒，促进要素顺畅流
动，形成“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系统。“我们目前正依托 VR
招商平台加快打造产业链供需对接板块，完成后，企业用户可
在平台上发布原材料、部件成品、生产代工、仓储物流、企业用
工、金融、审批等需求，平台将快速为企业匹配本地供应商，为
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支撑。”陆艾军说。

以服务链的“强”激发创新链的“活”，托举产业链的“优”，
我县正在逐浪起势，掀起发展新高潮。

奋楫扬帆“链”春光
——— 我县全力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杨兰玲 通讯员 戴超
本报讯渊通讯员 周庆

元 孙瑄 冯小雨冤炎炎夏
日，走进洋马镇沿新洋港重
大项目集聚区，总投资 1.5
亿元的江苏瑞承农业机械
智能制造项目现场，挖机挥
臂，车来车往；海越麦芽、宝
松重工、科趣新材料、威驰
汽保、华航交通设施、宏健
粮油等 14 家主板企业满负
荷生产……

年初以来，洋马镇锚定
上半年经济指标，聚焦项
目、壮大产业、力促产销，工
业经济挺起了“脊梁”。1-6
月份，全口径开票销售预计
完成 9.5 亿元，全口径应税
开票销售预计完成 9.5 亿
元，预计完成 7.37 亿元，规
上工业入库税收预计完成
56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预计完成 2866 万元，外
贸出口总额预计完成 3581
万美元，全部可以达到或者
超序时。

该镇以“金菊引凤年”
招商系列活动为抓手，紧盯
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建筑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同
时围绕资源盘活存量引进
4 个项目，积极服务投资 5
亿元的银宝年产 80 万吨
植物蛋白饲料项目、投资 2
亿元的金太阳年产 5 万吨
生物质碳粉项目。

该镇快马加鞭推进项
目建设。总投资 4 亿元的金祥新型管桩项目全
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 120 万米新型预应力高
强混凝土离心桩和 40 万节排水管，预计年可实
现开票销售超 1.2 亿元、税收 1000 万元。总投
资 5 亿元的银宝菊花全产业链项目一期投资 3
亿元，占地 50 亩，新建厂房及附属设施 2 万平
方米，可年产 4000 吨菊花干品，预计年可实现
开票销售 1 亿元、税收 400 万元。金英堂菊花人
参饮项目投资 1.2 亿元，计划盘活厂房 6000 平
方米，建成后可年产 500 万瓶菊花人参饮（口服
液），预计年可实现开票销售 4000 万元、税收
120 万元，计划 7 月底投产。总投资 8000 万元
的亚 大 菊 花 智 能 化 项 目 计 划 盘 活 低 效 厂 房
7000 平方米，建成后可年产 1000 吨菊花干品，
立项等前期手续已办理，整体工程预计 6 月底
竣工，8 月份试生产。银宝集团与宏健粮油合作
投资植物蛋白饲料项目计划总投资 5 亿元，项
目建成后，可年处理油料（菜籽等植物油料）100
万吨，形成年产 80 万吨植物蛋白饲料生产能
力，年产值可达 35 亿元，可实现利税 5000 万
元，安置富余职工约 150 人。

该镇建立一个重点项目一名牵头领导、一
套服务班子、一张开竣工时间表的项目推进机
制，用最优的服务确保签约项目早建设、建设项
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见效，为全镇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该镇以作风建设保障
工业经济加速运行，班子成员和工业条线人员
树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紧盯开票销售、入库
税收等重点指标，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推
动全镇 40 多家企业实现满负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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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刘燕 吴贵民冤繁荣群众文艺创作，唱响时代昂扬旋
律。6 月 21 日下午，第十五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舞台艺术作品终评·戏
剧类活动在县杂技艺术中心启动。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官天涛出
席启动仪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参加。

启动仪式现场，崔晓荣等共同按下赛事启动键。据悉，省“五星工程
奖”作为繁荣全省群众文艺创作的重要平台，对推出优秀群众文艺作品、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次“五星工程奖”终评活动共有 42 件戏剧类作品入围，我县优秀小淮
剧作品《抠婶赶猪》成功入选。观众除了现场观看终评活动外，还可以通
过江苏公共文化云平台、鹤乡射阳 APP 等媒介同步线上收看。终评结果
由专家现场打分，群众可以通过网络投票选出“最佳人气作品”。为期两天
的“五星工程奖”戏剧终评活动将让我县百姓乐享群众文艺精彩成果，推
动我县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磊，副县长陈剑峰参加活动。

第十五届省“五星工程奖”舞台
艺术作品终评·戏剧类活动启动

官天涛出席 崔晓荣参加

位于射阳经济开发区的承德苏垦银
河连杆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高端汽车
连杆袁生产线全部采用 NC 设备袁具有年
产 1000 万件汽车发动机连杆的能力袁规
模列国内汽车连杆行业前三强遥 当前袁该
公司正开足马力袁全力组织生产遥 图为生
产车间一角遥 彭岭 摄

6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到兴桥镇万隆居委会采访，刚一进村就被眼前的
景象吸引：一排排如水墨画中的徽式房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水泥路，成排
的绿树花植生机勃勃，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近年来，围绕生态宜居要求，万隆居着力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改变农村
面貌，为广大居民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新建居民点占地 80 亩，规划建设
129 户，以双拼联排别墅和独栋别墅为主，建设有景观池塘、文化大舞台、篮
球场、健身广场、文明公园等配套设施。“与之前相比，我们这里可是大变样
了。两上两下小楼房，水、电、路样样通，旁边还有健身广场，想去买东西，走几
步路就到了。”居民吴倩倩笑着告诉记者。

“为更好地服务农业项目，我居积极吸引人才前来创业，目前已有合作
社、家庭农场 17 家，畜禽类养殖户 36 户，烘干房稻米加工厂 3 家，菊花收购
加工厂 1 家，羊角椒收购加工厂 1 家，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产品产业
链，解决了农民种地的后顾之忧。”万隆居党支部书记王朝坤告诉记者，该居
还开展土地流转，解放劳动力，帮助无力种植的农户形成稳定收益；每年组
织各类农技、技能培训，增强居民的就业本领。

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万隆居突出党员思想教育，通过党课、义务公益
活动、集体讨论、谈心谈话等方式，增强党员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模范带头
作用。“我居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把提高农民群众生态文明素养作为创建重
要内容，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工具和形式，利用一切文化阵地，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形成生态文明新风尚。”王朝坤表示，该居全面推行村务公开制度，积

极运用农村“四化一核
心”工作机制，合理调节
利益关系，有序引导农
民合理表达诉求，有效
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
全居的和谐稳定。

万隆居委会：共圆宜居梦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柏安璇

6 月 15 日，在海通镇闸北片标准化农田示范基
地，几台高速水稻插秧机在农机手的熟练操作下往来
穿梭，不一会儿，空荡荡的水田上就布满了一株株绿
色的秧苗。水稻田边，海通镇农业农村局局长崔树林
正在和村民交流试种优质稻新品种事宜。

崔树林是市第八届人大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代表。这十年，他扎根田间，服务“三农”，亲历了十年来
农村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惠农政策，过去这
十年是我们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
惠最多的时期之一，是‘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

望着充满希望的田野，看着高速插秧机在水稻田
里来回穿梭，崔树林不禁感叹，十年前的海通镇虽然
有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但因数量不足、技
术不够，应用范围并不广泛，农业收、种、管等仍需大
量人力。“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头镰刀耙钩子”的景象
依旧历历在目。

“现在，我们镇各类农机具保有量达 541 台套，其
中还包含最先进的无人机等高效植保机械 18 台套。”
崔树林说，对比过去，海通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十年

间得到迅速发展。截至 2021 年底，该镇农作物综合机
械化生产水平已达 93%以上。全镇农业机械化事业全
面、快速、健康发展，为增强地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提
供了有力支撑。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工
程。“从前的土地规模小且零碎，如今高标准农田建设
让土地整片规划、成片整理，更有利于机械化的推进，
有利于土地稳产高产，提高亩均收益。”崔树林告诉记
者，目前该镇共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3.65 万亩，相
比十年前，高标准农田可以帮助农户轻松实现精准灌
溉，亩均节水 15 立方米以上，增收 10%以上，节本增
效 200 元以上。

“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提高
生产效率，更给村民发展特色农业、做大做强地域农
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崔树林看来，现在党和国家
的政策这么好，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第一步，后续配套
设施的提档将进一步推动农田林网建设的升级，保障
粮食的丰收丰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
持绿色导向，发展生态农业。作为 2016 年获评市级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镇的海通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节水
灌溉农业、节水养殖业、旱作农业，推进绿色循环种
养，实行畜禽资源利用，推广秸秆还田。预计到今年
底，该镇可初步实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

“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崔树林
表示，近年来，海通镇作为生态循环农业试点镇取得
了良好成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新方式、新网络和新格局，蹚出了一条发展与保护
并重的农业发展道路。

十年的光阴，海通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
番，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带
来的红利激荡而来。崔树林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接下
来，他将继续立足本职工作，锚定“勇当沿海地区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追求，全力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奋力谱写射阳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生态循环农业让农民走上致富路
——— 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崔树林

本报记者 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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