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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泉 李凯

疫情期间，南京市规模最大的装配式
建筑构件生产基地——南京城建房桥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于上月底在六合区建成
试投产，成为南京装配式建筑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事件。

南京市2017年被确定为国家首批装配
式建筑示范城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持
续保持全省前列。作为南京市城建集团“万
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行动的首个落地项
目，该项目不仅有力推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发
展，也为当地产业升级闯出新路子，为乡村
振兴打开新空间。

国内领先，建筑“积木”智能制造

8月27日，六合区马鞍街道马集工业
园内，新落成的南京城建房桥装配式建筑产
业园一片繁忙。记者走进一号车间盾构管
片生产区域，实地体验装配式建筑构件生产
加工过程。只见偌大的车间里十分开阔，建
筑面积达近万平方米，数百米长的自动化流
水线上，一个个巨无霸机械正有条不紊地运
转，工人数量屈指可数。

“装配式建筑有个形象的说法叫‘搭积
木’，其中用到的‘积木’就是在这里造出来
的。”南京城建房桥建筑科技公司总经理张
志澎打比方介绍，“积木”需要提前加工制作
好，比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构件和配
件，运到建筑施工现场即可快速装配，现在
的市政工程也多采用装配式构件。眼前这
批盾构管片，主要用作地铁、江河隧道的内
层屏障，起到承压作用，6组管片可以拼装
成一个外径6.6米、内径5.8米的圆环。

沿着台阶走上空中走廊，“积木”生产

的整个流程一览无余：钢筋笼子放进模具
槽内，焊接成型后，往槽内注入高强度抗
渗混凝土；随后，模具被子母车自动运输
到养护窑内，经过8个小时蒸汽养护，直
至产品成型。

“这个加湿加温的过程好比‘蒸桑拿’，
作用是加快混凝土凝固，保证管片达到所需
的强度标准。”张志澎说，管片制作加上养
护，一共耗时12个小时，流水线一天24小
时不停歇，时间上恰好够两个循环周期。

最后一个步骤是脱模。高大桁架前，一
台自动化吊车机器人伸出强有力的“手臂”，
通过真空吸盘将管片轻松地吸出来，然后将
其翻转，堆放在一旁等待货车装车。

“每个管片加上模具重量达3吨多，如
何把它从模具上又好又快地脱离？为了攻
克这个难题，工程师们通过自主研发，发明
了一整套脱模桁架系统。”张志澎指着这套
大型自动化设备说，经过东南大学等高校专
家评估，这套系统已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目
前正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村企联建，“聪明工厂”快速投产

“以前那种搭个龙门吊、支起灰斗就能
生产的作业方式，没有30个人干不下来。而
这套全自动流水线只需要15个人，节省一半
人工，效率大大提高。”南京城建房桥建筑科
技公司副董事长王长兴说，工厂还引进了信
息化控制系统，每个预制构件都有“身份证
号”，从原料采购、入库、生产订单录入到发
货，全程自动化、可视化、可追溯，最终目标
是打造数字化智慧工厂，实现无人化生产。

作为南京市“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
行动重点推进项目，南京城建房桥装配式建
筑产业园于去年7月签约落地，由南京市城

建集团与马鞍街道尖山村共建。项目投资
方为市城建集团所属建管集团与中铁十四
局集团房桥有限公司，总投资达4.6亿元，
占地面积160亩，设计年产能力30万平方
米，是全市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装配式
建筑构件研发与生产基地。技术人员补充
介绍，其年产能体量大约相当于够建10座
摩天大楼。

锚定“聪明工厂”目标，在六合区多个部
门、属地街道保障下，该产业园开局即冲刺，
跑出了施工建设的加速度。王长兴介绍，去
年底该项目开工，在建设期间克服了疫情、
雨季、高温等影响，在时间紧、任务重、工艺
特殊的情况下，用时仅7个月，即完成了盾
构管片、装配式叠合板、墙板厂房和设备生
产线建设。

最难忘的是疫情期间，由于部分生产
线由扬州地区厂家供货，工厂克服物流阻
断等困难，在实行严格防疫制度和安全管
理制度的同时，与时间赛跑，抢抓工期，顺
利实现试生产。目前盾构管片和叠合板
生产线已投产，产品主要供给南京地铁9
号线等多个市政工程，有力地保障重点城
建项目的施工进度。

产业升级，共走乡村振兴新路

装配式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等优势，发展前景广阔。作为国家首批装配
式建筑示范城市，南京制定建筑产业化发展
目标，到今年底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
占比将达到40%，“十四五”末达60%，继续
保持全省前列。与此同时，装配式建筑构件
生产基地纷纷上马，凭借绿色环保优势，备
受各地青睐。

全市最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花”落当

地，六合区马鞍街道成为受益者。放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该项目的落
地被赋予重要的特殊意义。

该产业园建成后，首先带来显著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马鞍街道副主任郭学会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该项目引进前，原来的
工业园主要是服装、羽绒等加工生产型企业
和破产倒闭企业的闲置厂房，亩均税收不足
10万元；项目引进后，亩均税收预期可提高
1-2倍。在用地指标稀缺的当下，这一块

“低效”土地通过招商选资，一举实现腾笼换
“凤”，成为“亩产英雄”。

“对于制造业来说，效应堪比‘机器一响
黄金万两’。”在马鞍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董骏
看来，发展绿色建筑产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和城市发展需要。作为全市面积第二大的街
镇，马鞍街道北部地处六合北部山区，后者曾
是南京低收入农户最集中的区域。马鞍街道
党工委近年来把工业作为强街之本，鼓励发
展制造业与实体经济，破题区域高质量发
展。新引入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作为龙头
型企业，无疑为发展先进制造业带了个好头，
不仅为当地产业升级闯出了新路子，更为乡
村振兴打开了新空间。如今，村企双方按照
结对共建协议，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开展人才
带动、资源共享活动已成为常态。

企村联建共走振兴路，让新时代的新农
村迸发出新活力。南京市城建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江新表示，以产业园落地为契
机，集团将勇扛国企担当，导入党建、人才、
资金等资源，进一步融入当地发展进程，助
力全面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同
时以智能制造推动产业升级，助推六合区乃
至南京市建筑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树立绿
色新型建材生产和先进制造业的新标杆。

南京最大规模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在六合试投产——

村企联建，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 本报记者 李凯
通讯员 田朝林 吴霖 王刚

近日，中欧班列“德国汉堡—南京”中
欧回程进口班列顺利抵达南京龙潭港专用
铁路场站。8月27日上午，在金陵海关支
持下，该班列中的一集装箱白葡萄酒在南
京综保区（龙潭片）成功申报入区，实现综
保区保税优势与中欧班列运输无缝对接。
这标志着该区在全市率先开辟国际铁路货
物通关新模式，将南京中欧班列的“终点
站”延伸至综保区。

据悉，这一中欧班列共装载37个集装

箱，所载货物为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区进
口的机器设备、轮胎、红酒等。相比于公
路、航空、海路运输，中欧班列的国际铁路
联运模式展现出独特优势。中欧回程班列
则进一步缓解了航空运力受疫情影响、海
运费用持续上涨的难题，为外贸企业开辟
了一条进口新通道。

南京综保区（龙潭片）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批申报入区的货物，是由区内企业南京众
诚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承运，货物进入南京综
保区（龙潭片）片后，将通过“区区流转”方式
发往浙江温州综保区。这种“一体化通关”
模式，有效缓解了入境口岸海关货物查验的

压力，降低了货物在入境口岸的积压率。班
列货物除必要的口岸查验外，可以直接运至
综保区仓储或转运至其他综保区，在出区时
由属地海关进行查验，大幅提高了入境口岸
通关效率，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近年来，为帮助企业化解新冠肺炎疫情
对国际货运物流带来的不利影响，南京综保
区（龙潭片）积极与金陵海关江北办事处沟
通协调，加快落实海关总署《关于支持中欧
班列发展10条措施》，打通了中欧班列货物

“一体化通关”入区再“区区流转”快速分拨
至周边节点城市的物流新通道，进一步放大
南京进口中欧班列的辐射作用。

此次中欧班列货物顺利进入综保区，也
彰显了南京综保区（龙潭片）的功能政策优
势、通关便利化优势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重要平台作用，也为中欧班列货物常态化进
入综保区积累了货物通关、保税仓储、分拨配
送等方面的经验。下一步，南京综保区（龙潭
片）将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进一步叠加综保
区保税功能优势以及龙潭公铁水联运的枢纽
优势，实现与中欧班列的高效联动，切实推动
全市外贸企业进出口业务的发展，进一步实
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成为新
的“开放型经济枢纽”，形成资源集聚集散、要
素融汇融通的全域开放平台。

无缝对接中欧班列——

南京综保区开辟通关新模式

□ 本报记者 朱泉 通讯员 金涛

“只要留在工厂的，不管是生产车间的还
是哪个部门的，所有人都到车间一线参与生
产，尽量多做一些成品出来，满足订单需要。
最近每天都要做将近14万片（牛排），订单是
疫情前的十倍。”8月26日，南京道格勒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祚涛向记者介绍公司生产
情况。

南京道格勒食品有限公司去年6月落户
溧水区白马镇，是杭州大希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的全资专属“智”造工厂，肉类海鲜速冻
制品年产能达1.2万吨。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进入参观通

道，隔着防护玻璃感受了生产车间肉类食品
生产全过程。参与生产的每位员工都穿戴
着专业的工作衣帽、口罩和手套，避免体表
与食品直接接触。

刘祚涛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对食品
进货渠道、员工身体健康以及生产全过程进行
了更加严格的把关，保证食品的安全可追溯。
工厂实行封闭管理，一直到8月14号才逐步解
封。运送原材料的车辆进工厂大门之前，进行
再一次消毒，生产之前所有的原料还会进行再
次消毒。

在光明集团南京金洲家具有限公司的
家具生产车间，同样是奋力抢抓生产的忙
碌场景。“前段时间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

段，在严格落实各级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
上，公司及时调整了产品运输方式，保证生
产与运输有序衔接。”公司总经理李敬德
说，我们积极跟供应商协调，通过物流公司
周转，这个期间费用上是增加了许多，但是
能保证材料的供应。

得益于有力的防控措施，目前该公司家
具生产一切平稳，除固定的客户外，还签下
了不少新的订单。李敬德说，疫情期间接到
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地的
订单有400多万，现在公司人员两班倒，大
概半个月时间就能把订单完成。

复工复产，不能让企业单打独斗。复工
复产得到有序快速推进，与地方政府精准施

策、谋划指导密不可分。
白马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发生以来，

有关部门每天督促企业加强进出人员体温检
测和健康码查验，落实佩戴口罩、一米线等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强车间、办公室、宿舍、
食堂、班车、电梯、生产设备等企业内部公用
设施、公共区域及密闭空间清洁消杀和通风，
保持环境清洁卫生，严格垃圾分类、日产日
清，对61家企业进行每日消杀检查。

此外，白马镇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实行
一企一策、精准发力，解决企业在人流、物流
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类难题等，一系列的政
策举措，让辖区企业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和
贴心，更树立了强大的发展信心。

溧水白马镇筑牢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双防线”

抢时间赶订单，企业发展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殷燕 李凯）民营企业来的志愿者义务支援防
疫查验点，口罩、体温枪、酒精等防疫物资堆成小山，矿泉水、
方便面等生活物资源源不断送往抗疫一线……连日来，六合
区龙袍街道统一战线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举措，成为抗疫战场
上重要的力量。

除了出人出力参与全员核酸检测、防疫查验点值守，辖区
民营企业、个体商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主党派人士踊跃
参与捐款捐物。南京海世达包装、江苏蔺泽建设、南京欧亚德
仓储设备集团、南京平山园林建设公司等爱心企业向街道捐
赠大量防疫物资，南京跨江投资公司捐赠现金5万元，让爱心
在“疫”线接力传递。

人往“疫”线去，劲往一处使。疫情防控中，龙袍街道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深入开展“两在两同”建新功行动相结合。南京苏美
达创品制衣、中机优奈斯新材料、南京天迈滤清器、南京大安铸
造等辖区企业同心战疫，努力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

龙袍“疫”线凝聚统战力量

本报讯（曹可欣）8月25日，南京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赴
溧水区洪蓝街道调研在宁台资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在台宁
新农生态园基地，调研团一行详细了解该企业基本情况、运
行效益、项目前景，实地查看了生态园大棚内的红美人柑
橘、阳光玫瑰葡萄、红宝石芭乐等特色水果的种植情况，并
向企业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惠台政策。

台宁新农生态园项目总投资达6200万元，占地面积670余
亩，充分利用当地光照、气候适宜的环境优势，结合国内名校的
科技资源，实施科学化管理。生态园以种植热带水果为主，强化
科技支撑，采用水肥一体浇灌技术，直接向根部提供营养，正逐
渐成为高产高效、低耗无污染的热带水果生产基地。

洪蓝打造热带水果生产基地

近日，溧水区白马镇金谷社区党支部组织辖区内短视频爱
好者和希望从事直播行业的居民，开展了一场线上短视频、直播
带货课程培训活动。

北京村村播公司的大林老师从短视频为什么这么火、短
视频革命、直播电商优化“人货场”三要素、直播电商热门带货
品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解读。“社区举办这次线上直播
培训真的是太好了，不仅让我们掌握了电商直播的技能和技
巧，还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我感觉特别有意义！”社区
居民陈女士说。 苏虞欣

“直播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近日，溧水区白马镇浮山村党总支召开“2021年高考、中考
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对全村考入本科院校及该区重点中学（省
溧中）的6名优秀学子进行表扬鼓励，进一步弘扬好学上进之
风，激励更多学子勤奋学习。

浮山村党总支书记曹安静说，在座的各位优秀学子，是大多
数考生中的佼佼者，承载着亲人的期盼。希望同学们今后心怀
感恩家长、感恩社会之心，一如既往地刻苦学习，早日成为有用
之才，为家乡争光添彩。 苏虞欣

溧水浮山村表彰优秀学子

8月21日下午，在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的龙翔码头，一
艘来自韩国的货轮稳稳地停靠在港，南京龙翔液体化工储运码
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龙翔”）国际航行船舶作业专班的工
作人员，正身穿严密的防护服，有序地作业着。

这是近一个月来，龙翔码头上停靠的第8艘外轮，共计2.5
万吨化工产品运输到了南京龙翔的物流仓库。

“作为一个仓储物流企业，南京龙翔落在新区，服务新区，上
下游产业链都是新区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殷虎介绍，龙翔一
共有3个码头，1号和3号码头负责内贸，停靠国内船只，2号码
头负责外贸，停靠国外船只，码头与码头之间间隔着几百米。

自本次疫情发生以来，码头的运输工作并没有停止，为了更
高效地配合企业生产和人员管理，公司依据实际情况当即制定
了针对国际航线船舶装卸作业人员的专班管理办法。

专班人员在疫情期间负责现场工作值守，只能通过指定的
通道往返于专班休息室和外贸船的趸船之间，其他地方都不可
以去。14天的工作值守结束后，他们还需要在公司指定的隔离
区隔离14天，并且参加每2天一次的核酸检测，最后才能回家，
回家后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

专班人员硬性要求之一便是已接种新冠疫苗，进入专班后
需要每2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专班人员都是等外贸船上的工作人员
卸完之后再上前装运，这可能会延长装卸作业时间，但大大提高
了安全性。”殷虎说。

与龙翔码头相似，在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园区范围内的
其他企业码头，作为疫情防控的重点，涉外码头尤其需要关注。
在疫情防控方面，新材料科技园根据园区自身情况，积极联动长
芦街道，落实主体责任，同步抓牢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疫情期
间，科技园督促进口货物（冷链除外）企业严格落实货物消毒、

“逢进必检”及密切接触人员“三日一检”等要求；组织7家货运
码头企业设置离宁查验点；落实4家涉外码头专班人员2天一
检、一线工作人员3天一检。

通讯员 王彤 周琴 顾杨乐

特殊时期，
一艘外贸货轮这样“靠岸”

为加快“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实现步伐，近日，溧水
区白马镇大树下村党总支联合南京市实施数字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小组开展以“建设数字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的宣讲活动。

工作小组相关负责人通过“数字乡村”“平安乡村”试点示范
工作典型案例，向村民介绍建设数字乡村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村党总支书记曹和平说，村里将积极推动数字乡村发展，通过

“数字乡村”平台，让村民和村干部联系更为密切，通过网络公开
村党务、村务、财务等事务，让村民可以更好地了解乡村发展，参
与乡村建设。 苏虞欣

大树下村倾力打造“数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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