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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扛起南通经济发展主阵地、
坚定扛起南通经济发展主阵地
、主力军大旗

南通开发区：激情燃烧，改革开放再出发
头雁引领，
群雁高飞。在南
通众多开发园区中，
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起步最早、
体量最大。
1984 年 底 ，国 务 院 印 发
《关于南通、连云港两市进一
步对外开放方案的批复》，南
通开发区应运而生，成为我国
首批 1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之一。历经 36 载砥砺奋
进，南通开发区已华丽蝶变为
南通“金南翼”：累计兴办规模
企业 2000 多家，吸引外商投资
企业 800 多家，其中世界 500
强公司设立的企业 80 多家；进
入中国产业园百强榜前 50、经
济技术开发区前 25；获得长江
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
开发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
区、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园区等荣誉称号。
上半年，南通开发区交出
漂亮成绩单：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幅 2.2%、工业用电量 24.3
亿千瓦时、外贸进出口 30.2 亿
美元，
均列南通第一；
规模工业
增加值增幅 4.2%，高于南通平
均 1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
3.7 亿美元，
为南通第一。发展
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南
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羌强表示，
南通开发区正以“舍
我其谁”的精气神“再出发”，
激情燃烧，坚定扛起全市经济
发展主阵地、
主力军大旗。

跨 江 融 合

打造开发开放
“强磁场”
“全方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
年初举行的南通市委
全会，明确争当“一个龙头、三个先锋”、建设
“强富美高”
新南通战略路径。
地处苏通大桥北桥头堡，融入苏南、对
接上海有着天然地理优势的南通开发区迅
速响应，一场“头脑风暴”席卷全区——学习
苏州“三大法宝”、答好南通“发展四问”。
“对
比苏州的开发园区，南通开发区开放的时间
更早，但发展步伐没有他们快；南通开发区
拥有的资源不差，但综合实力没有他们强；
南通开发区面对的机遇不少，但发展成效没
有他们大。”打破“小成即满”，南通开发区党
工 委 副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沈 红 星 直 面“ 痛
点”，
“ 南通开发区必须重新审视自身，高点
定位再出发，以苏州工业园区等先进开发区
为标杆，充分借鉴、主动对标，加快追赶。”
思想破冰的同时，南通开发区加快跨江
融合脚步。3 月 25 日，当地疫情防控形势刚
刚平稳，羌强即带领南通开发区（南通综合
保税区）招商团赶赴上海外高桥集团考察交
流，不仅促成总投资超 50 亿元的数据中心
项目落户南通综保区，还与外高桥集团签订
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抢抓长江经济
带、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机
遇，在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创新联动等方面
进一步融合发展。
合作深化，源于基础坚实。上海自贸区
挂牌成立不久，南通综合保税区便主动对
接，从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移植
创新经验，借鉴学习集中报关、区内自行运
输等 17 项制度，并在省内率先启动“仓储货
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先进管理模式，努力
打造南通改革开放新平台、转型升级新高
地、创新发展先行区。上半年，南通综保区
发展绩效在全省 21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
跃至第 7 位。
放大“免证、免税、保税”等政策优势，南
通综保区释放强劲动能：综保区 A 区集聚阿
里巴巴、亚洲脉络、钛基等一大批云计算企
业；综保区 B 区利用紧邻通海港区和苏通大
桥的优势，
打造现代智慧物流园，
中农现代物
流园、中仓保税物流园等龙头项目相继落户。
放眼南通开发区，开发开放“强磁场”远
不止南通综保区一处：以国家集成电路测试
产业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为主体，
建设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高地；以国际数据中
心产业园、南通大数据产业园为主体，
主攻金
融、医疗健康、工业、文化等细分领域，
打造长
三角大数据产业集聚区；以能达商务区为主
体，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功能，
南通
“金南翼”
快
速崛起。
一座座高水平开发开放平台，叠加持续
推进的
“不见面审批”
、零缺陷服务、精准化监
管等
“放管服”
改革，
南通开发区动能澎湃、韧
劲十足，该区锁定目标：力争 3 年内跻身全国
国家级开发区前三十强，在全省省级以上开
发区综合考评中进入前五名；到 2024 年，也
就是开发区建立 40 周年时，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1000 亿元。

全 员 招 商

刷新项目建设“加速度”
5月28日，
作为阿里巴巴2000亿元新基建
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投资 150 亿元的阿里
巴巴江苏云计算数据中心扩容项目在南通开发
区签约。2017年底，
总投资180亿元的阿里江
苏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在南通签约，
2018 年3
月项目开工建设，
同年10月主体封顶，
实现当年
开工、
当年封顶。频频大手笔投资，
是阿里巴巴
用行动为南通开发区的营商环境
“投票”
。
与阿里巴巴作出同样选择的，
还有瑞士奇
华顿集团。奇华顿是全球日用及食用香精领
域的先导企业，
2015 年投资 8000 万美元在南
通开发区建设工厂，去年二期项目也全面达
产，
年产能达到 2 万吨。
“南通开发区为企业提
供了最佳的基础设施以及非常好的服务，
我们
把现有的最先进技术设备都引到了南通工
厂。
”
奇华顿高管桑乔治表示，
“奇华顿力争将
南通开发区打造成集团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
食用香精香料生产基地。
”
让众多行业巨头
“青眼相加”
，
南通开发区
靠的是一流的服务。
南通开发区加快推进
“不见面审批”
改革，
紧盯用地、
报批、
报建等环节，
在全省率先试点
企业投资项目信用承诺制，不再审批，
严格监
管，
将项目启动到开工的审批时间从9个月到1
年缩短至 4 个月到 6 个月，
平均提速 50%。此
外，
还开展重大项目领导挂钩、
团队一对一跟踪
服务，
制度化推行
“日晨会、
周例会、
旬督办、
月点
评”
工作机制，
第一时间会商会办，
提升服务水
平和效率。
转转网南通客服中心对
“开发区速度”
感
受深刻。转转集团是国内二手经济领域的头
部企业，
去年9月与南通开发区签约，
设立以技
术研发和客服后台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基
地。为加快项目落地，
南通开发区全力帮助协
调临时办公场所、员工招聘等事项，
公司从进
场到开业仅用76天。
在南通开发区，
不断刷新的还有项目签约
速度。5 月22 日，
麦迪生医疗科技（南通）有限
公司最新上马的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项目落户
南通综保区。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一总
投资 5 亿元的高新技术项目，
从正式跟进到最
终签约，
仅用了10天时间。

项目信息
“快速反应”
的背后，
是南通开发
区
“全员招商”
工作机制：
党工委、
管委会班子成
员以身作则，
协调推进重特大项目，
主要负责同
志每周不少于 1 次带队拜访，
分管负责同志每
月不少于6次、
专职招商人员每月不少于20天
开展驻城招商，
形成上下联动、
协调有序的常态
化推进机制。今年，
面对疫情带来的信心不足、
投资放缓、
交通不畅等困难，
南通开发区通过视
频联系、
线上招商、
电话拜访、
邮件沟通等方式
最大限度搜集项目信息，
同时组建招商中心有
限公司，
招聘16名市场化、
专业化、
产业化招商
人员，
聚焦重点区域密织
“招商网”
，
仅在上海、
苏
南就获得项目信息20多条，
落地项目8个。
危中寻机，
南通开发区上半年收获超10亿
元项目 13 个，
在手推进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18 个，
总投资671 亿元；
力争全年招引10 亿元
项目20个以上、
20亿元项目10个以上、
50亿元
项目2个以上、
100亿元项目1个以上。

破 茧 成 蝶

擘画
“1+1”
产业发展新蓝图
翻看上半年成绩单，一组数据让南通开
发区干部群众倍感欣慰：全区 PM2.5 浓度同
比下降 12.7%，优良天数比例达 88%，同比上
升 7.7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向好，既是一份厚重的民生福
祉，
也从另一个侧面，
折射南通开发区产业转
型的铿锵步履。
在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南通开发区历
经多次“破茧成蝶”：上世纪 90 年代，发挥南
通
“纺织之乡”
优势，
大力发展纺织轻工产业；
进入新世纪，
依托沿江岸线资源，
大力发展海
工装备制造等产业；
以苏通大桥通车为契机，
大力发展医药健康、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新
兴产业和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服务外包
合同额、执行额持续保持南通 1/3 以上，获评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园区。
奋进新时代，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
济带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风口”，南通开
发区再次华丽转身。
“历经 30 多年发展，南通
开发区面临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空间减少、沿
江岸线饱和、环保门槛提高等诸多制约，
必须
更加注重项目产出，
抢抓最有爆发力、最有发
展前景的‘未来产业’，走‘精明增长’之路。”
沈红星介绍，南通开发区正紧扣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大数据“1+1”产业导向，全力推动产

业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在 65 寸的显示屏上，最多可以 3 只手 15 个手
指同时触控，这是维业达科技最新研发的拳头产
品。去年，总投资 50 亿元的维业达高性能柔性触
控屏模组及研发中心项目落户南通开发区，产品
将广泛运用于会议、教育、医疗、工业控制、消费
电子等领域。
聚焦“1+1”产业做好延链强链补链文章，南
通开发区铺展产业新蓝图：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
设立国家集成电路测试产业园，
致力打造中
国“测谷”，集聚了东和半导体、台湾钛昇、飞昂通
讯、国芯微电子、精技电子等优质企业；同时也集
聚了罗博特科、朗恩智能、科瑞恩智能、筱莫智能
等智能制造企业。围绕大数据产业，坚持数据中
心和数据应用同向发力、互促共进，
国际数据中心
产业园获批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南通大数据产业园获批省大数据产业
园，
成功创建南通市数字文创（视频）产业园。
与产业生态一起改变的，是发展质量。去
年，南通开发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94 亿
元，增长 11.9%，其中税占比 93.7%，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幅、税收总量、税占比均居南通第一。
“唯有全力以赴，才能抢抓机遇、趁势而上。”
羌强表示，下半年，南通开发区将坚持“稳中求
进”总基调，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转型等
方面奋发作为，用更好的“进”为持续的“稳”筑牢
根基，全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南
通冲刺
“万亿俱乐部”
贡献开发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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