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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港口走向全国前列

近年来，围绕国家绿色港口建设要求，我
省交通运输部门从规划和前期工作阶段就推
动企业严格落实污染防治要求，在港口总体
规划修编及港口工程前期工作有关技术性审
查中，突出集约绿色发展导向，逐项明确港口
污染防治要求，实现污染防治设施与港口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得益于政府部
门与企业在“最初一公里”的共同发力，各地
港口颜值和功能双提升，正成为一道道绿色
美丽的风景。

走进位于镇江句容下蜀镇临港工业集中
区华电路1号的华电句容港码头，只见从装
载煤炭的货船卸货到发电厂区，因为全封闭
操作，处处“一尘不染”。

“我们的港区就像花园一样。”江苏华电
句容发电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高金全介绍，
华电句容港是江苏省规划的六大煤炭中转应
急储备基地之一、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战略规
划的“具有辐射功能的三个煤炭储运中心之
一”、唯一长江海轮直靠的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今年刚竣工的句容华电港码头将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港口生产中，推广应用大跨度封

闭煤棚、曲线落煤管、粉尘检测与抑尘联动系
统、大抓取比抓斗等先进技术，以技术赋能，
让港口成为“花园”。

在南通，一艘来自浙江的3000吨大型运
输船顺利进入南通港江海港区洗舱站，该船
进站前曾运输92号汽油，接下来更换作业品
种就需要通过洗舱站对舱内残余油气进行清
理。“洗舱后可实现汽不上天、油不落地，有效
清理每个环节污染物。”中化南通石化储运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席晓勇介绍，今后在长江
航行的不具备货舱自清洗能力的油船等船
舶，洗舱水便可在此收集、处置并达标排放。

像这样的长江沿线洗舱站，江苏今年一
共要建成投用5座，占全国长江沿线规划洗
舱站总数近40%。目前，除了南通市2个水
上洗舱站已在全国长江干线水域率先投用，
南京市和江阴市3个水上洗舱站也在加快建
设。仅南通市如皋港区阳鸿石化水上洗舱
站，就能接收处理8大类30余个品种船舶洗
舱水，每年可满足600艘次以上船舶的洗舱
需求。

除此之外，我省在港口岸电设施建设和
使用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交通运输部
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时

间与接入次数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省交
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船舶使用岸基供电，
实现“油改电”，靠港时船舶发电机无需工作，能
使每次靠港减少九成以上的柴油颗粒物和氮氧
化物等，还可减少噪音污染，将有效改善港口城
市空气环境质量。近年来，根据国家《港口岸电
布局方案》，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积极推动岸
电设施建设，大力推广航运企业和船舶使用岸
电，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已
累计建成港口岸电设施 2176 套，覆盖泊位
2621个，国家方案中明确的建设任务已完成
146%。8月，省交通运输厅、江苏海事局、省财
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5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工作的
通知》等，共同推进靠港船舶安全规范使用岸
电，提高岸电使用率。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港口
码头岸电使用量已比2017年翻一番。

内河航道铺展亲水画卷

“治水、治气、治废、添绿”是近年来我省绿
色港口建设的主攻方向，而绿色现代航运则是
绿色航道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年9月，我省三
级以上干线航道20个水上服务区和40个船闸
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已全部建成投运，不仅基
本实现全省内河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全覆盖，
还实现了手机端在线申请送交和登记，大大方
便了船民。继去年8450艘江苏籍400总吨以
上货运船舶全部配备防污设施设备之后，到今
年底还将有约1.8万艘本省籍400总吨以下货
运船舶免费安装生活污水储存和监控设备。

不仅如此，作为交通强国建设首批试点省
份，我省还将“航运特色鲜明的大运河文化带样
板”作为交通强国十大江苏样板之一。今年，全
省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示范区4个先导段已
芳容初显。苏州白洋湾作业区至石湖景区段护
岸工程打造了8段高品质多彩景观带，沧浪新
城段建成了2.2公里“花香航道”。苏州市区航
道管理站站长贺笃辉介绍，“花香航道”是一次
试验，通过对航道两侧1—2级挡墙内全面绿化
美化，建起了紫叶狼尾草、美人蕉、鸢尾、花叶芦
竹、黄菖蒲等季相分明的绿化色带；还利用建筑
废料，借助3D打印技术制作成花瓶、拱桥、花
箱、字母装饰等13组个性化景观小品，错落分
布在绿化带中，使之成为吸引市民前来游览的
城市新风景。

与此同时，京杭运河扬州施桥船闸至长江
口门段植被茂密、绿意盎然，行走其间，眺望运
河和长江交汇处，波光粼粼，令人耳目一新。整
治工程项目办工程科科长赵德懿说，这一航段
采用生态环保材料筑起新护岸，种植耐水性植
物，保护沿线生态环境。工程的实施，还将打通
京杭运河入江“最后一公里”通航瓶颈。

“十三五”期间，我省在干线航道建设与养
护中大量采用环保水平较高的新材料、新工艺、
新设备，推进废料循环利用、新型护岸使用和航
道沿线生态环境绿化、美化，显著提升了全省航
道“含绿量”。芜申线常州段、杨林塘太仓段、芒
稻河江都城区段都正在成为与城市相得益彰的

“网红”风景，也为沿线市民休息游览提供了越
来越多的亲水廊道。

绿色港航提升产业生机

令人瞩目的是，全省港航自我加压的绿色
发展，不仅实现了港口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还
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态红利。省社科院研
究员黎峰表示，港口发展要看各港区水域与陆
域空间承载能力、码头能力与企业产能匹配
度。近年来我省从沿江地区向沿海转移的钢
铁、石化、煤电和液化天然气等产业项目，均按
照高标准、生态化的要求推进建设，实现了“金
色”与“绿色”发展的双赢。

连云港徐圩沿海一带，曾是荒凉的盐碱
地。现在一条海滨大道已把长约30公里的海
岸线变成风景线，一侧是大海，海边环境整洁的
码头上空不时有飞鸟掠过，另一侧分布着现代
化花园式企业厂房。

规划了30万吨级深水航道、116个大中型
以上泊位的徐圩港区，远期吞吐能力约5亿吨，
目前建设已初具规模。连云港徐圩港口投资集

团总经理邵传庆在此奋斗了十年，见证着规划
蓝图逐渐成为现实，“当年这里看不到鸟，后来
海边变绿，海港兴起，海鸥增多，生机盎然。”

连云港徐圩港口投资集团董事长何烽介
绍，得益于港口越来越好的生产生活优势，连云
港石化产业基地作为国家七大石化基地之一，
吸引了盛虹集团、卫星石化以及中化国际等大
型企业投资入驻，已带动近1500亿元产业投
资，“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这些产业才能落得了
地、开得了花。”

今年10月17日，省政府正式批复盐城滨
海港区总体规划（2020—2035），盐城滨海正成
为沿海一颗“新星”。这份规划将滨海港区划分
为北港池作业区、主港池作业区和南港池作业
区，提出北港池航道规划满足20万吨级散货船
乘潮单向通航要求，结合发展需要另行研究30
万吨级船舶减载通航问题；主港池和南港池航
道规划满足10万吨级散货船乘潮单向通航，兼
顾大型LNG船舶全潮单向通航要求。该《规
划》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盐城港滨海港区发展
成为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现代化港口，更
将为我省沿海地区集聚绿色高端产业，推动转
型升级，加强港产、港口、港城等领域投资合作
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平台，有力引领全省港航事
业绿色发展。

8月，“大通州湾”的标志性开港产业项目
也与绿色结缘。积极响应钢铁行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天钢铁集团决定充分利用
南通港口及集疏运体系优势，打造以智能制造
为基础的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精品钢产业
基地。在省交通运输厅、南通市政府及省市各
有关部门支持下，8月底，中天绿色精品钢示范
工程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南通重大产业项目
进入千亿量级。 王 栩

绿色引领，江苏港航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港口与航道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带动产业集群崛起的载体支撑。作为水运大省，

江苏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港航规划、建设、生产、服务全过程，对标世界一流港口与国家内河航运发

展要求，以“集约、高效、生态”丰富高质量发展内涵，以绿色港航建设的实际成效支撑美丽江苏建设。

全封闭输煤廊道及煤场全封闭输煤廊道及煤场

如皋港区阳鸿石化水上洗舱站如皋港区阳鸿石化水上洗舱站

金桂去后菊花放，盛泽又迎好时光。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纺织重镇的盛泽，一

个向世界展示实力与精彩的重要窗口是江苏
（盛泽）纺织品博览会。10月28日，2020第
八届江苏（盛泽）纺织品博览会将拉开大幕。

苏州市吴江区委常委、吴江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盛泽镇党委书记、中国东方丝绸市
场党工委书记王益冰说，作为行业风向标和
洞悉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专业性盛会，今年这
一届博览会更有丰富的特殊含义：盛泽的纺
织产业迅速落实相关部署决策，践行国内国
际双循环，走出了一条以内循环为主、外循
环为辅的新路。“涉过险滩后，盛泽纺织产业
风正一帆悬，正在加速、稳健行驶。”

订单“爆”了，纺织市场逐渐“苏醒”

“最近‘爆单’了，订单一下子这么多，
真的出乎我们意料。”谈起最近的市场行
情，苏州丝美达针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伟良特别兴奋。

徐伟良说，丝美达主要生产麂皮绒系列
坯布，产品有着良好的仿皮草效果，多年来
畅销全国，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销售很
清淡，但从9月上旬起，一波出乎意料的行情
扑面而来，“市场像燃烧了一样。”他说，从9
月上旬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
绝，“这波行情会持续下去，因为我国十分
重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纺织品市场已经全
面复苏。”徐伟良估计，今年下半年，企业的
产值和销售量将比去年下半年增长30%。

“市场行情真的是‘说来就来’。”苏州
欧奈尔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章骏说，
他们是一家以贸易为主的企业，销售的产
品主要是秋冬装、羽绒服和夹克衫面料。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到外销业
务，没想到，国庆节后，内销市场突然引爆，
产品供不应求。“现在是重新审视内销市场
潜力的时候了。”章骏说，他9月份去上海
参加了一场展览会，会上结识了不少客商，
这些客商很快就下了大批订单，而且，多数

是国内大牌服装企业的订单。“我发现，现
在国内市场对新产品的敏锐程度要超过欧
美市场，我们将加快新产品推出速度。”他
说，目前，企业每个月能获得市场认同的面
料有3到5款，非常喜人。

欧美订单极少，内销市场“满血复活”

董小奎是苏州懂诚面料总经理，他说，
新冠肺炎疫情让企业面临了考验，吴江区
和盛泽镇党委、政府及时出台扶持政策，让
企业挺过了难关，迎来了新一轮增长。

董小奎说，今年以来，盛泽东纺城出台
政策，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东纺城内的
门店租金可免30%；企业的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全免了半年，员工的社保金大部分
由政府财政补贴，银行的贷款月息从6%
降到4%，这一来，企业的负担大大减轻。

“10月份，内销爆仓，市场重新变得十分活
跃，企业‘满血复活’。”

董小奎的企业以研发、生产羽绒服面

料、风衣、夹克衫面料为主，往年产品主要
销往日本、韩国和欧美，今年欧美的订单为
零，企业就着力开拓国内市场，营销人员主
要联系浙江绍兴、湖州、平阳和省内常熟市
的服装企业，国内市场销量逐渐增加，到
10月，国内市场直接“引爆”。“据我所知，
我们企业所有合作伙伴库存都减掉三分之
二以上。”他说，疫情改变了企业的发展思
路，今后，在稳住外贸订单的同时，他们要
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市场的开拓上，“我对
明年的市场前景更加乐观。”

苏州（深圳）丝润纺织品有限公司常务
董事姜泽迅说，他们企业主要生产仿真丝，
多年来，一直国际国内市场并重，“国际市
场的一个好处就是销量比较大，但价格反
而比国内贸易低10%。”他说，“只要产品
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真的不愁销。”

这里，诞生可水洗百次医用防护面料

时兴集团是户外用品国际品牌哥伦比

亚和迪卡侬的面料供应商，凭借领先的科
技水平，今年在国内市场上表现尤其出色。

时兴集团国贸总经理刘婧说，企业的主
打产品是阻燃、防火面料，在欧洲通过了测
试，能做到火源离开面料瞬间熄灭的要求，
在国内同行业中，技术也处于领先水平，目
前，这些面料广泛使用于欧美的飞机、高铁
上。疫情减少了外贸订单，但国内市场却出
乎意料得热，今年春季，企业主要承接防护
服面料订单，“国际国内市场上的防护服面
料绝大多数是无纺布，只能使用一次，我们
研发的面料可以水洗100次，所以，得到很
多加工企业的青睐。”刘婧说，9月中下旬，国
内市场需求大规模爆发，企业开足了产能生
产面料，在位于浙江嘉兴的染厂，每天装载坯
布的卡车排成了长队，往年只要20天就能完
成一个成品供应周期，今年要一个月，说明产
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我们企业目前的状态
正是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

苏州兴丰强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方明则展示了“黑科技”——空气羽绒
服。他说，羽绒服的原理是用羽绒或其他
类棉材料实现保温，实际上是“隔”开了寒
冷，循着这个原理，企业经过科研，成功研
发出空气羽绒服。说着，他穿上一件夹克，
夹克的衣领下方有一个阀门，他吹了几口
气，夹克迅速“膨胀”，而且，阀门对所充的
气是可控的，可以根据对温度的要求调整
衣服的“膨胀”程度。“空气羽绒服的概念早
就有了，但国内外的大牌企业都没有攻克
技术难题，包括所用面料和控制空气量的
技术难题。”王方明说，他们企业成功攻克
了系列难题，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目前，
这一全新的产品已在日本销售2万多件，
国内一家著名羽绒服生产企业也及时与他
们合作，“明年，仅日本市场就能销售10万
件以上，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会更大。”

策划 庾 康 王 君 周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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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盛泽纺织品博览会开幕前夕走访部分纺织企业——

“时尚之都”迎盛会 内循环频传好消息

为进一步巩固前期整治成果，做好火灾
防控，防止出现隐患反弹回潮，苏州市吴江
区江陵街道“331”专班以“白+黑”突击检查
模式，持续推进“331”隐患“回头查”行动，截
至10月12日，共开展“回头查”行动67次，
排查群租房2500余家，查扣违规使用液化
气钢瓶217个，搬离电动自行车7700余辆、
没收飞线充电拖线板3680余根，拆除影响

逃生救援的防盗窗350余平方米。
此次“回头查”行动分工明确，组织严

密，一家一检查，一户一登记，对照整治标
准逐一查看，不放走任何一个细节，重点查

看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液化气钢瓶的情况、
是否配齐消防四件套、防盗窗是否拆除、是
否有超人均使用面积出租等情况，发现问
题立行立改，并向承租人员宣传群租房安

全隐患及相关法规政策，提升他们的安全
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切实巩
固整治成效。

下一步，江陵街道“331”专班将定期
开展“回头查”行动，通过定期摸排、广泛宣
传、督促落实等措施，切实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有进展、有成效，为居民的生产生活
筑起安全防线。 江 萱

吴江区江陵街道“331”隐患“回头查”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曹村村近日通过开展“卫生模范
户”评比，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全村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曹村村位于八都工业开发区内，从空中鸟瞰，它不像农
村，更像一个工业园区，全村10个自然村被近百家工业企
业包围，农田面积较少。党委书记钱康康介绍，曹村村目前
共有19个村民小组436户村民，村里租住的外来人口数量
是常住人口的3倍，人居环境整治面临着不少困难。

如何破局？唯有“人和”。钱康康说，整治初期，许多村
民不理解，更谈不上配合。今年初，曹村村制定办法评选人
居环境“卫生模范户”。村里成立了由村干部、党员、小组
长、村民代表组成的12人考评组，每月对全村所有农户开
展一次人居环境质量检查。对主动配合人居环境整治的农
户，村里给予每户每年200元的配合奖，对连续两个月获评

“卫生模范户”的农户，再增加300元；对不配合的农户，经
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取消包括高清电视费、老龄补贴等各项
村级福利待遇。评比办法出台后，得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
支持，点燃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在评选“卫生模范户”制度的引领下，2019年，曹村
村获评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综合示范村。 陶陈峰

评选“卫生模范户”引领创造人居好环境

近日，盱眙县淮河干流生态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
原本垃圾成堆的坡岸已平整到位，将进行自然岸线修复
和水生态植物群落重构。今年，省有关部门投资约1.5
亿元，支持洪泽湖治理保护十大示范项目。目前各项目
进展顺利，一批工程有望年底完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
引领作用，推进洪泽湖治理保护工作落地落实，让社会公
众切实体会到洪泽湖治理保护的成效，增强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 吴晓兵 张 筠摄

洪泽湖治理保护十大示范项目进展顺利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不断完善软硬件设施，推进旅
馆式管理模式建设，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水平。江 萱摄

上图：由盛泽一家企业所生产面料制作的医用防
护服，不再是一次性使用的，而是可以洗涤100次，实
现重复使用。

右图：盛泽一家纺织公司的老板正在展示可自由
调节温度的“黑科技”产品——空气羽绒服。

锡溧漕河华渡水上服务锡溧漕河华渡水上服务
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区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

江海港区中化南江海港区中化南
通水上洗舱站通水上洗舱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