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Z012020.9.30 星期三 版

第008期

责任编辑：张 晨 版 式：张晓贞

扬州观察
OBSERVE YANGZHOU

新
华
扬
州
观
察

公
众
号

交
汇
点
扬
州
频
道

工业企业技改大会：
5亿资金成助企“点睛之笔”

“今年1-8月公司产销发动机18万台，
实现营业收入38亿元，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这得益于企业智能化技改带来的用工少、智
能化程度高等发展红利。”9月25日，扬州专
门召开全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补链强链推进
大会，扬柴公司总经理祁小玲在大会上分享
了企业技改心得。为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
入，提振企业家信心，扬州在这次大会上从财
政奖补、项目融资、资金申报、审批服务、监督
考核等9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

其中包括，以市政府文件形式设立市级
技改专项资金，从去年实际补助企业技改资
金8400万元提高到今年设立不低于2亿元
的专项预算；紧扣该市“323+1”先进制造业，
围绕锻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独特优势的产业
链精准发力，分四类提高资金扶持精准度；增
加申报审批频次，从每年申报一次改为每年
5月、10月各申报一次，从“今年补上年”改为

“当年补当年”。该市用真金白银实现技改项
目补助全口径、全覆盖。

大会还透露，除市级技改专项资金预算
每年不低于2亿元，各县（市、区）工业技改
专项资金规模也不低于5000万元。这些都
给扬州辖内企业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政府
宁愿过“苦日子”，也要确保奖补资金足额及
时到位。

和以往类似会议不同的是，这次坐在会
场“C”位的是220多家规上企业代表，“技改
工作的主体是企业，我们就是要与企业家面
对面交流，打破以前文件传达的形式，一竿子
插到底、将政策直接送到企业面前。”扬州市
委书记夏心旻在会上说，“这场大会不仅是一
场推进会，还是一场鼓劲会、加油会。”

这次大会前，扬州市专门组织各地有关
负责同志和部分企业家代表，实地观摩学习
了常州智能制造发展情况。常州持续聚焦技
术改造、智能制造，聚力核心基础零部件、关
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强基项目，培育了以恒力
液压为代表的一批大型综合企业，形成了国
际知名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涌现了万帮充
电科技等一批“独角兽”企业，大家观摩后倍
感震撼、深受启发。

“一要舍得投入，二不能瞻前顾后。”这次
技改推进会上，扬州确定了智能化、高端化、
绿色化、精品化、链群化这5个主攻方向，政
策意见中明确了四类技改的补助比例，其中
支持智能化技改和支持重点产业链“补短板、
锻长板”的补助最高，达到10%。

加快补链强链，是这次技改大会的“高频
词”。从产业链延伸技改项目看，扬州大力开
展“二次招商”、吸引“二次投资”，已经成功实
施市开发区晶澳4GW光伏组件、邗江李尔
汽车三期电子模块、广陵宏昌天马冷藏车、江
都胜赛思精密压铸等技改项目，对地方重点
产业链“补链强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54秒生产1辆汽车，每小时生产64辆
汽车，年生产能力达30万辆——在扬州，上汽
大众仪征工厂是名副其实的“分钟工厂”，而
以上汽大众为龙头，带动160多家关联企业
落户布局，形成开票销售近千亿元的产业集
群，让扬州看到了产业链群发展的强大威力。

“政府既是推动和服务技改的重要推手，
又是加快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助手和帮手。”夏
心旻表示，扬州将聚焦主导产业、围绕“323+1”
先进制造业构建全产业链，着力打造汽车及零
部件、数控机床、高技术船舶、新型电力装备、绿
色光电等5条产业链，按照产业图谱强链补链；
紧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电网、大数据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建链延链”，实现重点突破；深化创
新发展、优化产业生态，狠抓“链主企业”“群主
企业”培育引进，推动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鼓励龙头骨干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多
种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

“十四五”期间，扬州将全力支持企业完
成新一轮“机器换人”1000家以上，支持企业
实施智能化技改项目1000个以上，每年支持
企业实施工业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清洁
生产等绿色化改造项目100项以上，建设绿
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数据中心10家以上。

世界运河城市论坛：
“原点城市”书写“诗与远方”新文章

“让代表文化的‘诗’与承载旅游的‘远
方’深度融合，展现运河城市‘诗与远方’的相
遇之美。”9月28日，在2020世界运河城市论
坛上，扬州市市长张宝娟发表主旨演讲，她表
示，本次论坛聚焦“世界运河城市文旅产业持
续繁荣发展”主题，既是当前共克时艰，畅通

“双循环”、夺取“双胜利”的现实需要，也是彰
显运河文化融通特质、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的重要内涵。

扬州作为大运河“原点”城市，与运河同
生共长、相依千年，2014年牵头中国大运河
联合申遗成功，与“申遗联盟”35个城市同进
退、共担当。扎根扬州、服务全国、面向国际
的社会组织WCCO，也在助力大运河申遗中
成立成长，在服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发展
壮大，世界运河城市论坛至今举办了14年，
会员从最初的13个发展到今天的153个，

“朋友圈”越来越广。
当前，扬州正瞄准目标，全力做好大运河

“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
位于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正在建设中的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大运河沿线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的最重要标志。该项目负责人薛庆兵
告诉记者，“博物馆钢结构主体已基本建成，高
度超过百米的大运塔也已封顶，整体工程将于
10月底完工，确保在明年7月1日全面开放。”
大运河扬州段共有10个遗产点、6段河道入选
世界遗产点段。从瓜洲诗渡到湾头、邵伯古
镇，从漕粮北运到帝王南巡，从盐商传奇到邮
驿故事，大运河给扬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存。一直以来，扬州注重精细化保护，推动“文
物单体保护”向“文化遗产区保护”转变，努力
保持大运河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完整性、文
化的延续性，修缮运河沿线王氏纪念馆等20
多处文保单位，古运河游览线已全线贯通。

2019年9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推进会在扬召开，扬州提出将打造“三带一
廊”作为大运河文化带扬州段建设的总体布
局，即高质量打造从邵伯到瓜洲、全长41公
里、面积47.5平方公里的扬州古运河文化旅
游带；高标准打造从邵伯到六圩口门、全长
30公里、总投资77亿元的京杭运河绿色航
运示范带；高站位打造核心保护区达340平

方公里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带；高水平
打造1800平方公里的江淮生态大走廊。

扬州施桥船闸至六圩口段全长5.37公
里，是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设先
导段，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每天有数百
艘船舶通行。这段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办工程
科科长赵德懿介绍，“以前这里是家老旧的船
舶修理厂，船舶进出极易发生碰撞，整治出新
中于2019年年底已拆除沿线9座码头，增设
沿线绿化面积达109公顷。”一直以来，扬州
注重科学化利用，实施大运河航道等级“三改
二”提升工程，推进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建
设，大运河扬州段年船舶通过量达3.6亿吨，
相当于6条京沪高速公路的运量，是莱茵河
年船舶通过量的2倍多。

埃及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公使纳格拉·纳
吉布在论坛上分享了苏伊士运河保护利用经
验。2014年，新的苏伊士运河和走廊地区项
目作为埃及国家大型项目正式启动，5万名
工人昼夜不停进行挖掘和疏浚，疏浚工程量
相当于金字塔体积的203倍。如今，苏伊士
运河在国际海上运输和贸易以及运河城市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有力支持。“中国京杭大运河蕴含着璀
璨的文明和广泛实用性，在国家和运河周边
城市发展上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愿与扬州共
同努力，让运河焕发新生、城市高质量发展。”

论坛通过了“运河城市文旅产业持续繁荣
发展”扬州倡议。张宝娟说，文化旅游，为人们
发现美、感受美、爱上美提供了最直接的“打开
方式”。就扬州而言，文旅产业既是支柱产业，
也是特色产业。扬州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
态融入文旅产业发展大潮，不断融合、创新、提
升文旅产业，让运河之美更加光彩照人。

国际汽车轻量化大会：
“靠船下篙”打造“汽车之城”

9月21日至23日，2020（第十四届）国际
汽车轻量化大会暨展览会在扬州召开。展会
期间，共组织2场全体大会、2场车身会议、9
个分会场研讨交流，举办23场对接活动，发
布82个技术报告，云集500多位相关领域专
家学者和150余家汽车企业，来自国内外的
2000余名“汽车人”齐聚扬州。大会闭幕时
还透露，未来3到5年，该会依然落户扬州。

汽车轻量化是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作为汽车产业一项共性关键基础技术，涉及
材料、工艺、装备、零部件、整车等上下游产
业。本次大会设有1.5万平方米展区，其中
专设“扬州展区”，扬州40家汽车及零部件企
业参展。此外，针对扬州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发展需求，大会专门设计了“扬州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与会整车企业与扬州零部
件企业对接交流会、3场车企需求对接会、3
场企业产品宣讲会，以及多线路参观企业等
活动。扬州依托大会“靠船下篙”、期待产业

“船行千里”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扬州市委
书记夏心旻在开幕式上表示，“扬州人始终有
一个梦想，就是打造具有区域集聚力、全国竞
争力、世界影响力的‘汽车之城’。”

为了圆“汽车梦”，扬州上下埋头苦干，经
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汽车产业具备了较
强的综合实力。如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
成为扬州的支柱产业和前景看好的优势产

业。随着上汽大众、潍柴亚星、江淮汽车、中
集通华等一批整车项目和重大零部件项目落
户，扬州已经形成了从整车到配套、从生产到
研发的完整产业生态链，产值突破千亿元。

扬州汽车企业在大会展示区表现不俗。
“我们自主研发的空心稳定杆能减重30%，
降低整车油耗，顺应绿色经济发展需求，复合
稳定杆相比于传统稳定杆可减重至少
30公斤。”展会现场，扬州东升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薛庚培介绍，扬州东
升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商用车稳定杆生产制造
商，拥有国内顶尖的空悬技术研发团队，目前
已开发生产了1000多种稳定杆产品和200
多种不同结构的空悬产品，具有年产300万
件稳定杆和20万套空气悬架的生产能力。

扬州开发区亚普油箱长期保持国内第一、
全球第三的行业地位。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杨杰介绍，亚普之前一
直是生产金属燃油箱居多，现在慢慢切换到塑
料燃油箱，减重达60%～70%。亚普和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等在噪音和材料方面一直有深入
的产学研合作。“未来将实现燃油箱设计的标
准化，并在模块化设计、工艺自动化等方面不断
加大投入，进一步降低燃油箱零部件的重量。”

目前，扬州汽车及零部件规上企业有
272家，各类整车产能达70万辆。上汽大众
扬州基地具备年产量40万辆的生产能力，中
集通华的集装箱运输半挂车一直稳居国内市
场产销量、占有率“双第一”。同时，零部件配
套能力强，已形成仪征、江都、扬州（邗江）三
大汽车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的良好局面。尤其
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方面，已基本形成覆
盖制氢、储氢、电堆、燃料电池、整车和研发制
造等主要环节的产业链。

此次大会上，扬州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持续
在扬州举办国际汽车轻量化大会暨展览会，
并拓展至新能源、燃料电池、智能网联等领
域，联合推动汽车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园区
建设，共建汽车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研究院；
联合推动高端人才引进等。

扬州在本次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汽车产
业“两区一中心”的战略蓝图。一是着力打造
汽车轻量化产业引领先行区，加快推进碳纤
维、铝合金、高性能塑化材料等轻量化材料、
技术、工艺的研发和应用；二是着力打造新能
源汽车应用示范区，加快上汽大众整车二期
（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恒大、中化新能源电
池等项目建设，加大氢能等新能源汽车研发
制造、应用推广力度；三是积极打造汽车轻量
化、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的展示交易中心，推
动全球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科技成果在
扬州展示交易、转化落地。

未来几年，扬州汽车产业的“野心”：产值
突破两千亿元。

本报记者 汪 滢 见习记者 李鑫津

金秋九月金秋九月，，古城古城““礼花礼花””漫天漫天

配图：9月26日，2020中国扬州淮扬菜
美食节暨第二届中国扬州早茶文化节正式启
幕，活动现场举办南北早茶展示、顶级名厨交
流、美食品鉴、美食文化论坛等活动，邀请来
自澳门、成都、顺德、广州、杭州的大厨和扬州
本地名厨现场制作经典菜肴，供市民、游客品
尝，感受中国美食文化。 王安琪摄

本报讯 今年9月，宝应县开设青年
干部读书班，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走上讲
台，为全县青年干部授业解惑，助力青年干
部提升才干，促进年轻干部尽快成长。

在开班仪式上，宝应县委书记王逍霄
向广大青年干部提出，要保持定力、掌握
能力、胸怀魄力、顶住压力，练就过硬本
领，投身干事创业。聚焦“四力”培训要
求，此次读书班突出青年干部理论结合实
践能力的培养。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同
志，以及各部门条线的负责人作为导师团
成员，走上讲堂为学员授课。培训内容涉
及“十四五”发展谋划、领导能力提升、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年轻干部成长等主题。
导师们还利用课余交流时间，分析县情、
讲述现状、展望未来，为青年干部学员传
授经验、释疑解难。

此次培训将党性教育放在首位，特邀
来自省、市、县三级党校的教授专家，为学
员们讲授《共产党宣言》《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毛泽东延安整风三篇论著及
其当代价值》等理论著作及课程，提升青年
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为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读书班带领
学员走进南通、苏州，观摩先进，开阔眼
界。学员们先后来到金光集团、桐昆聚酯
一体化、中天绿色精品钢、招商局重工等项
目现场，以及叠石桥家纺市场、南通中创
区、中天科技、通州湾示范区等项目基地，
在观摩交流中将当地干部解放思想、敢为
人先、以人为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
精神根植心间。在与林西村、陆家镇、炎武
社区等地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交流
中，青年干部们还学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
苏南模式和创新经验。在苏州大学，学员
们在多名专家教授的引导下，了解当今国
际国内发展形势，拓宽视野，进一步提高理
论和实操水平。

（杨 健 纪 鹏 红 涛 张 晨）

宝应锤炼青年干部
提升才干

本报讯 在全国第18个公民道德宣
传日来临之际，由扬州市文明办、扬州市城
管局和新华日报社扬州分社共同举办的

“致敬环卫人，助力文明城”活动，在扬州市
广陵区曲江街道华润苏果广场顺利开展，
活动现场为环卫工人送上100份慰问礼
品，以实际行动感谢他们的默默奉献。

“环卫战线号称马路天使、城市美容
师，是我们的环境卫士。”扬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文明办主任蒋元峰介绍，今年疫情
期间，大家纷纷响应号召，全民“宅”家，而
环卫工人面对疫情却丝毫没有退缩，始终
默默无闻地坚守在第一线，对城市的每个
角落进行大清扫、大消毒；自扬州开展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以来，一线环卫工人也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这座城市的愈发美丽贡献
着力量。

华润苏果扬州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
来，积极投身社会公益，2019年还被扬州
市广陵区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服务业企
业”。此次活动现场为环卫工人送上100
份礼品，苏果扬州公司党支部书记、扬州城
市公司总经理吉用圣说：“苏果将会持续关
注一线环卫工人，所有在扬州市区，以及仪
征、宝应、高邮的150家苏果店将持续向他
们提供免费热水、休息场所以及力所能及
的帮助。”

（赵成君 周 晶 李鑫津）

本报讯 近日，扬州市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指挥中心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正
式揭牌。

扬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共3层2000多平
方米，一楼、二楼为研判区，三楼为指挥
区。中心遵照“科学定位、创新方式，整合
资源、科技支撑，平战结合、指挥调度，维护
稳定、服务发展”的工作要求，围绕“市域统
一、集中管理、分级应用”，按照1指挥中
心+1数字平台+X跨领域应用+N相关垂
直应用（1+1+X+N）的系统架构，全面整
合市级部门的基层审批服务执法事项和

“12345”热线、寄语市长、数字城管等各类
为民服务应用，融“数据汇聚、力量配置、信
息研判、运行监测、绩效评估”等功能为一
体，构建多维融合、多级联动的运行体系，
成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一网统管的市域
社会治理“指挥中枢”。两个中心的揭牌，
标志着扬州市级统筹、县级统抓、乡级统办
的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格局已经全面形成。

（杨政法 董昌鹏 李鑫津）

扬州市域社会治理
有了“最强大脑”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多

彩迷人的9月，古城扬州迎来了一

场场盛会的召开。世界运河城市

论坛、国际汽车轻量化大会、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补链强链推进大会、

淮扬菜美食节……宾客纷至，高朋

满座，扬州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

态拥抱世界，自信展现世界运河之

都、世界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

和新兴科创名城的独特魅力。

致敬环卫人
助力文明城活动举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