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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爬坡过坎”，
“主阵地”还需再升级

化工园区具有产业集聚度高、循环
化水平领先、治理完善、管理统一、服务
高效等体制优势，已成为全球石油化工
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十三五’期间，大型化工园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是我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
和‘排头兵’。”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会长李寿生展示了一份调研统计数据：
至2019年底，全国重点化工园区或以石
油和化工为主导的产业园区共有676家，
其中产值迈过千亿级的超大型园区已达
14家，500亿-1000亿元的大型园区33
家，超大型和大型园区的工业总产值已占
化工园区工业总产值的近50%。

让业界振奋的是，眼下我国形成以
陕西榆林、宁夏宁东、内蒙古鄂尔多斯区
域为资源依托建立的一批现代煤化工产
业园区，以江苏、浙江等省份为市场保障
建立的一批上下游产业链完善的精细化
工和新材料园区，以东北三省及中部等
传统老石化升级改造为特色的石化产业
园区等集聚区，前景可期。

江苏是传统化工大省，可以生产20
多个大门类、3万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领先全国，目前
拥有各类化工园区53家。“2020化工园
区30强”榜单中，江苏8园区上榜，入选
数量全国居首，整体实力可见一斑。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化工行
业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仍存在
较大差距，高端制造领域的差距尤为明
显。比如国内高性能纤维自给率不足
50%、高端膜材料自给率不到七成，从行
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看，产业结构的
层次还是低端、落后和同质化的。

“当前我国化工行业正爬坡过坎、滚
石上山，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
期，整个行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
升表示，在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不确定性

和产业“内循环”需求加剧，产业链、供应
链面临重构的当下，作为产业转型主阵
地的化工园区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立足“双循环”，
从扩规模转向提质效

作为石油和化学工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化工园区如何在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的新
格局中，带领全行业实现新突破？

先看一组让业界警醒的数据：上半
年，受疫情“黑天鹅”的影响，全行业营收
下降11.9%，利润总额下降58.8%，进出
口总额下降14.8%，三组数据同时大幅
下降，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这提醒我们，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非常重要。从石化产业现在的产业结构
和产品结构来看，构建双循环这样一个
新发展格局，有着现实重要性和未来发
展空间。”傅向升解释说，2019年全行业
贸易逆差超2600亿美元，加之国内基础
化学品、大宗化学品一直处在过剩状态，
但高端化学品却依靠大量进口，说明我
们的双循环格局尚未形成。这就要求全
行业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跟国际市场的合
作，包括跟跨国公司以及国际化工组织
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要尽快通过创
新以及产业链的延伸、产品结构的调整
和优化，把贸易逆差降下来，在自身重构
过程中跟世界高效互动。

这些，也正是化工园区的转型方向。
在李寿生看来，化工园区有着管理方

面的体制优势，特别是不少园区将产业、
土地、交通、安全、环保等多种规划合一，
公用工程统一供给，服务高效、成本降低，

实现了一体化高效管理服务。而经济效
益是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最终落脚
点，也是制度和体制优势的终极体现。去
年全国化工行业亏损面为17.1%，同比扩
大0.9个百分点，全行业经济效益的核心
短板正反映在成本管理上。他认为，扭转

“效益靠价格”的被动局面，既需每一家企
业在成本构成的“料”（原料）、“工”（人工）、

“费”（财务费用）三个方面“斤斤计较”“精
打细算”，也需要化工园区全力对标世界
一流园区，从严、从细、从实加强资金和成
本管理，发挥体制优势，破解经济效益的
短板和困局。

一言以蔽之，“十四五”期间，我国化
工园区要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率提升
型转变，全面提升化工园区综合实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推动整个化工产
业高质量发展。

减数量精质量，
让园区更绿色智能

化工是江苏的传统支柱产业，但据

省化工行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一季
度，全省石化规上企业 2968 家，较
2019年末减少256家，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2231亿元，同比降20%。为推动
化工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省“十四
五”化工产业高端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几
天前启动。“此次规划编制工作，就是在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需求牵引、形成比
较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摸清家底，明
确方向，提出举措。”省国防科学技术工
业办公室二级巡视员李裕桃说。其中，
化工园区的发展，仍旧是规划编制的重
要一环。

早在去年4月下发的《江苏省化工
产业完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中，我省
即提出化工产业区域布局要明显改善，
并压减全省化工园区(集中区)的数量。

“‘减数量’意味着‘精质量’。”省工信厅
相关人士以灌南化工园区举例说，该园
区明确“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拓展区”
的功能定位，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在减
少园区内企业的同时，助力园区企业向

化工新材料、新医药等产业方向发展，
向高端化学品延伸，并可根据新产业目
录将节省出的土地合理进行新一轮空
间布局。

智能化、绿色化，是化工园区转型
发展绕不开的话题。记者了解到，在下
一个五年全国化工园区“五大工程”中，
就包括到2025年，打造50家“绿色化
工园区”试点示范单位、50家“智慧化
工园区”试点示范单位等内容。目前，
全国已有超10%的省级以上重点化工
园区启动智慧园区建设，自2016年起
开展的“中国智慧化工园区试点示范单
位”创建，先后4批12家试点园区中，
我省就占据5家。

“化工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可以共存、甚
至互惠共赢的，需让环保监管与化工行
业创新联动发力。”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乔旭说。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就是最好的
例证。“今年，园区内水质已经达到Ⅳ类
水。”南京江北新区化工产业转型发展管
理办公室副调研员曹明华介绍，园区自
2001年成立起，就着重水污染环境管
理，在全国化工园区中率先出台企业环
境管理规划，并建立环境信息平台，包括
水联防联控子平台，倒逼企业达标和绿
色转型。目前园区不仅是省级生态工业
园区，还是首批 6个绿色化工园区之
一。如今，园区内企业减少至100多家，
但去年产值却增长了26.3%，增幅创历
史新高，蝉联全国化工园区总产值第一。

本报记者 付 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产经纵横

面对面对““十四五十四五””和和““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化工行业转型势在必行化工行业转型势在必行——

““滚石上山滚石上山””，，化工园区要当提档升级化工园区要当提档升级““排头兵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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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我第一次参加拍租，
当时只有一个人与我竞争，大家都不熟
悉，底价就拍下来了。等到2019年12
月，我第二次参加竞拍的时候，场面就激
烈多了。一个21.6平方米的小门面，起
拍价为每年3325元，共有11位竞争者，
最后成交价涨了近三倍，为9125元，太
疯狂了。”三胜服饰经营者魏凤英两次截
然不同的竞拍经历，见证着常熟市农村
产权交易的蓬勃发展。

增值集体资产、规范产权交易，常熟
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管好农村集体资产

“钱袋子”，让昔日农村沉睡的“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
东”，对此，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市、镇（街道）、村”全覆盖

为进一步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推动
要素流动，提高农村资产市场化程度，近

年来常熟把农村产权交易列为农村改革
的重点任务，着力抓好线上线下平台建
设，成立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自
2017年成立以来，中心着力打造集信息
发布、价格发现、资本进退、资源配置、线
上交易、产业政策引导等多重功能于一
体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是常熟农村改
革的产物，是全新探索的新生事物。我
们派专人进驻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设立村级交易服务站，从统一监督管
理、统一交易系统、统一交易规则、统一
交易流程入手，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工作。”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
姚从菊说，现在，所有村、镇闲置资产的
租赁交易都要提前网上公示，并通过公
开竞价的方式完成招租。

目前，常熟已建立了“市、镇（街道）、
村”三位一体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6个
街道、8个乡镇、230个村集体资产交易
实现线上全覆盖。面对疫情影响，今年，
该中心采取全流程“云交易”方式开展工
作，实行在线报名、在线竞拍。

“三公”交易令人信服

“实行公开招租对村里帮助很大，以
前收租很困难，没有固定时间，有些承租
户甚至从年初拖欠到年底。现在签订合
同后就要交付下一年的房租，避免了先
用后交、拖拖拉拉等情况的出现。”常熟
市虞山街道建华村党总支副书记顾国明
直言，中心成立不仅规范了收租流程，还
实现了集体资产阳光交易，挤压了“暗箱
操作”的空间，预防了农村基层微腐败的
发生，也让基层治理更加科学。

“莫城街道有一个涉及2000万元的
项目，报名初期就有意向方前来打听其他
报名人情况，我们窗口严格按照交易规则，
绝不透露，杜绝报名人串标围标现象。”姚
从菊说，以前，集体资产的交易往往只在
村里、镇上发布，范围小，参与人少。如今
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范围扩大，意向受
让方增多，全部参与线上竞价，同时接受
各方监督，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

常熟市下辖村里有一位村民，屡次
反映村级资产被村干部关系户侵占，多

年不交租金，但他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所
以常年上访却无结果。交易平台启用
后，村里特别邀请他到现场观摩电子竞
价全过程，他心服口服。去年，他还主动
报名参与了一个项目，最后竞价成功。
经过这一过程，他再也没有因此事上访，
而且逢人就说：“现在才知道，政府还是
公道的！”

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

“平台设计的初衷就是在规范集体资
产交易的过程中，进一步挖掘农村资产的
市场价值，实现保值增值。”姚从菊说，去
年以来，海虞镇徐桥村通过交易平台发布
缝纫机、电视机生产线等闲置资产的发
包信息，进行对外转让，在节约清理费用
的同时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实现了“村要
利、镇要绿”，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
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常熟市农交中心
还对合作社、种养大户及企业土地承包
情况进行摸底，对外宣传集体资产，主动
为单位、企业、个人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2019年4月，碧溪街道周家桥村一

门面房，经过51轮角逐最终成交，溢价
率达到100%。这标志着常熟14个镇
（街道）实现了农村产权交易现场竞价全
覆盖。同月，梅李镇珍南综合市场水产
2号摊位招租，在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成功交易，6800元起拍，35200元
成交，溢价率高达417.65%，创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最高溢价。

“集体资产收入多了，村民的分红也
就多了，还能修桥铺路，进行更多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建设。村民们都非
常高兴。”顾国明表示，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的成立，有利于他们推进村级治理，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

接下来，《常熟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交易流程规范性制度》即将出台，为规范
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管理、维护市场交易
秩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同时，中心将以租金收缴
模块及合同规范为抓手，继续在农村项
目交易中创新实践，为更多农户及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交易提供专业服务。

本报记者 洪 叶 吴 琼

行业风

““沉睡沉睡””的农村集体资产的农村集体资产，，就这样被就这样被““拍拍””醒醒
——探访常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探访常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10月15日-16日，2020中国化工园区与产业发展论坛在福建漳州举行，会间“2020化工园区30

强”发布，总销售收入占全国石化产业的22.4%、利润总额占全国的26%，30强的“战力”令人惊叹之余，也

反映出化工园区已然成为我国石化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另一个现实是，尽管已是世界第一化工大国，但我国高端化工产品却依旧依赖进口。与会专家表示，面

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排头兵”的化工园区能否“强体魄”、寻突破，成为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江苏涟水太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行
机 构 编 码：S0051S33208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81803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8月04日

住 所：涟水县涟城镇金地国际花园26幢101室、102室

邮 政 编 码：223400

电 话：0517-82382086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12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尊敬的用户:
为了改善用户服务质量，进一

步提升业务受理能力，中国电信江
苏公司将于10月22日21点-10月
23日6点进行业务受理系统升级，
届时全省实体厅、行销宝、网上营业
厅、微信公众号、10000/10001客服
等渠道将暂停办理业务受理、订单
查询等，由此给您带来的不变，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关于10月22日
晚业务受理系统
升级的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东台恒隆
金属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9月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4478.28万元，本金为8809.97万元。该
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东台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
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良好
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1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个工作
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
人：王赓、杨少中，联系电话：025-52680931、025-52680813，电子
邮 件 ：wanggeng@cinda.com.cn、yangshaozhong@cinda.com.
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中心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14320500803
许可证流水号：0249804
业 务 范 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

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14年12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

路151号（金城中银大厦）B104、
B507、B508、B601、B701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04日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10320582
许可证流水号：0249805
业 务 范 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

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
险、飞机保险、航天保险、核电站保险、
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业保险、
养殖业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6年09月04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东

路19号（国泰新天地广场）Z2006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04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