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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水天堂”
崛起中部产业增长极
2020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 践行嘱托开新局”全媒体主题采访报
道组来到泰州，探寻
“幸福水天堂”的发展密码。

□ 本报记者 赵晓勇 董鑫
卢佳乐 吴琼

做强产业，
崛起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做大特色，
诞生一批“全球第一”

作为全国唯一的医药类国家级高
新区，泰州医药高新区已落户 1000 多
深冬时节，位于江阴长江大桥下
家知名医药企业。复旦张江药业的
游 15 公里处的靖江新时代造船公司 “海姆泊芬”、泰凌生物的“喜滴克”等
厂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国内最
两个 1.1 类新药先后投产，30 多个一
大的民营造船企业之一，新时代造船
类新药取得临床批件。
公司具备年建造 10 万-30 万吨级各
泰州的中国医药城是国家唯一的
类船舶 500 万载重吨的生产能力。
新型疫苗及特异性诊断试剂产业集聚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底，我们已
发展试点，省政府也明确将泰州作为
完成交付出口船舶 26 艘，出口额超
全省疫苗重要发展基地和产业发展中
12 亿美元。”新时代造船公司副董事
心。在泰州医药高新区疫苗工程中心
长朱炳康介绍，公司坚定发展信心，谋
副主任彭福中的带领下，采访组一行
求转型升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了解到一个又一个全球、全国“第一”
单。
“ 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1 年后， “唯一”
在这里诞生。
现在有在手船舶订单 42 艘、意向订单
中国医药城的疫苗产业集聚度是
29 艘。
”
全国同类园区中最高的，已有 10 家人
泰州是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全
用疫苗企业、3 家动物疫苗企业，拥有
国最大民营造船基地、世界最大船用
各类疫苗产品近 50 个。国际首创品
锚链制造基地。经过多年发展，泰州
种 4 价流感病毒亚单位疫苗，
有望填补
船舶产业从造、修、拆船到配套，产业
国内自主生产空白，
9 价 HPV 疫苗、狂
链基本完善，
拥有新时代造船、扬子江
犬疫苗等一批重磅产品即将上市。
船业等排名全国前五的造船企业，是
最让彭福中感到自豪的是，
新冠肺
泰州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医药城迅速行动，
2019 年，泰州造船完工量累计突破千
7家单位覆盖全国5条技术路线的新冠
万 载 重 吨 ，占 全 球 、全 国 和 全 省 的
肺炎疫苗的临床研究和样本检测工作，
10.15%、27.37%和 55.75%。
为全球抗疫行动奉献了泰州力量。
在长城汽车泰州整车生产车间，
智能化设备在有序运转，一台台时尚
复古的
“欧拉好猫”
汽车雏形初现。泰
州工厂是长城集团在国内的第 8 个整
车生产基地，总投资 80 亿元，2019 年
11 月开工后，创下中国整车制造项目
11 个月建成投产的
“泰州速度”。
在 2020 年 4 月召开的产业强市
推进大会上，
泰州市印发《关于打造三
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产业强市的实
施方案（2020-2022 年）》，围绕生物
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和高技术船舶产业、化工及新材
料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特色鲜
明、自主可控的产业链，
为泰州加快建
设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特色基地绘制了
发展蓝图。
产业强市，泰州确立了清晰的
“三
年目标”：到 2022 年，三大先进制造业
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力争达到
60%；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4000 亿元，
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千亿级企业 1
家，百亿级企业 6 家，50 亿-100 亿元
企业 10 家，10 亿-50 亿元企业 50 家；
三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
达到 7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
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50%，年均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 150 家，建成长三角地区
产业科技创新高地。

瑞科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刘勇
说，
截至目前，
瑞科生物已有重组新冠
疫苗、HPV 系列疫苗、带状疱疹病毒
疫苗为代表的多条市场容量百亿级别
产品线处于产业化不同阶段，后续创
新平台和品种系列也在逐步展开。
2020 年 11 月 23 日瑞科生物新冠疫
苗产业化基地开工，开始布局疫苗产
品全球市场。
在泰州三大主导产业中，有近百
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细分行业排
名 首 位 ，都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单 打 冠
军”。作为全省首批 13 家省级开发区
之一，泰兴经济开发区已入驻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120 多家，其中世
界 500 强企业 19 家。拥有氯乙烯、酞
菁颜料、聚丙烯酰胺、锂电池电解液添
加剂等 21 个世界“单打冠军”产品，烧
碱、苯乙烯、丙烯酸、聚氯乙烯等产品
在国际上占有较大市场份额。

做优品质，
彰显幸福城市魅力
深冬时节，泰兴市虹桥生态景观
廊道，碧水悠悠，野鸭游弋，生态整治
后的长江岸线已成为市民休闲的网
红打卡地。
“ 拥有 24 公里长江岸线的
泰兴，将 50%以上的岸线进行生态化
修复，打造生态融合区、田园风光区、

江苏盐税博物馆外景

长城汽车泰州工厂

人文体验区。”泰兴市长江湿地和绿
色廊道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马
书宁说。如今，
“ 船厂变森林，鱼塘变
湿地，江堤变赛道，工厂变公园”已成
现实模样。
绿色，是“幸福水天堂”的底色。
泰州近年来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摆在
压倒性位置，
率先在全国启动长江
“大
体检 ”，创新实施“ 健康 长江泰州 行
动”
，
设立
“健康长江泰州行动”
指挥中
心，成为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
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双试点”城市，创
造了多个全国
“第一”
“唯一”
，
国、省考
断面水环境质量连续 5 年领跑江苏，
长江干流常年保持Ⅱ类水质，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科学性全
面提升。
漫步城市街头，
满目苍翠如画；
城
市书房内，
不少市民在埋头读书，
透出
这座城市浓浓的文化氛围。位于大运
河泰州古城护城河集中展示带的江苏
盐税博物馆，是嵌入泰州古盐运
河文化带生态人文“项链”
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馆
内盐税史料的展陈采
用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以
多媒体、智能化、数字
化技术，结合声、光、
电及雕塑、仿真等手
法，展现盐税文化发
展史，让参观者沉浸
其中。
“幸福水天堂，泰州
等你来。”近年来，泰州坚
持将全部财力的 75%、新增财
力的 8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不少
民生工作走在全省前列——率先建立
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联动机制，城镇
登记失业率持续保持全省最低水平；
率先实施健康扶贫补充保险，参保受
益面惠及所有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
率先推出养老服务“三张券”
（机构托
养券、社区照护券、邻里互助券），
形成
“泰有福”养老服务品牌；率先实现优
质高中全覆盖；率先推进“全市域”网
格化社会治理，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
全省最低。
“泰州的‘泰’，从字形上看，上面
一个‘三’，下面一个‘水’，中间一个
‘人’，合起来就是‘人在三水中’。”泰
州市委书记史立军这样解析泰州的
“泰”字。现在的泰州，致力推进人民
满意的高质量发展，正努力建设成令
人向往的
“幸福水天堂”
，
呈现出康泰、
富泰、祥泰的盛世景象。
圆图：
中国医药城疫苗工程中心。
本版摄影 蒋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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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
“三个不相信”精神 建设
“三泰”美好家园
□ 卞志村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泰州这座城
市开放包容、温和敦厚，又坚忍不拔、
一往无前的独特气质。党的十九大以
来，泰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致力推进人民
满意的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令人向
往的
“幸福水天堂”
和崛起中部的产业
增长极，呈现出康泰、富泰、祥泰的
“三
泰”盛世景象。
建设
“三泰”美好家园，
发扬
“三个
不相信”精神是力量源泉。71 年前，

杨根思以他的忠诚、胆识、担当和血
性，熔铸了“三个不相信”精神。
“ 十四
五”时期，泰州要敢于拿出“不相信有
完不成的任务”的豪气，勇于展现“不
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的胆气，
始终
保持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的勇
气，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建设“三泰”美好家园，推进产业
强市是重要基础。
“十四五”
时期，
要聚
焦发展医药、
高端装备和高技术船舶、
化工及新材料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
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成为
长三角特色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
业集聚地；要致力提升产业能级，
做特
做强园区，
招大引强项目，
培大育强企
业，
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建设“三泰”美好家园，做好民生
工作是内在要求。
“十四五”
时期，
要坚
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治标更治本、重均衡更重优
质，
致力建设幸福泰州；要把生态环境

投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性、
战略性投入，
坚持以
发展的“含绿量”体现发展的高质量，
致力建设美丽泰州；要积极推进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着力防范和化解重
大风险，
致力建设平安泰州；要坚持打
好文化牌，彰显江海文化的底蕴与自
信，
致力建设文明泰州。
（作者系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
教授）

努力开创幸福泰州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 访泰州市委书记史立军
□ 本报记者 顾介铸
“
‘泰州要彰显江海文化的底蕴与
自信，
全力打造令人向往的幸福水天
堂、崛起中部的产业增长极’
，
这是省
委赋予泰州的时代使命。全市上下要
咬定这一目标，
展现泰州作为，
体现泰
州担当，
作出泰州贡献。
”
泰州市委书
记史立军在接受新华日报·交汇点记
者专访时表示，
泰州要始终坚持做强
产业、做强城市，在医药产业规模发
展、农业现代化、高质量跨江融合、城
市宜居品质、
长江生态保护等领域
“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努力开创幸福泰州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记者：
“ 十三五”
期间，泰州在产业强
市方面取得累累硕
果。请介绍一下泰
州的产业发展成就
与亮点。
史立军：制造业
是泰州的
“老底子”
，
但
长期以来产业层次不高、
结构偏重。我们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选择泰州最有特
色、
最有优势的产业重点发展，
聚力打
造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高端装
备制造和高技术船舶、化工及新材料
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取得明显成
效。医药产业规模达1200亿元，
持续
多年保持全国地级市第一。全市造船
完工量占全球的 1/10、
全国的 1/4、
江
苏的 1/2。2020 年，
总投资 80 亿元的
长城汽车整车项目 11 个月竣工投产，
创造重大项目建设的
“泰州速度”
。化
工及新材料产业先后落户世界500强
近20家，
拥有世界
“单打冠军”
产品10
余个，
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
泰州三大先进制造业集群逆势而
上，
得益于我们采取了 3 个大动作：
一
是在全市层面进一步强化产业强市的
战略地位，
明确做强产业的目标思路，
出台一系列助推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二是做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我们
把园区改革作为头号任务，
推进
“两集
中三剥离”
，
开展
“三比一提升”
，
园区发
展动能进一步增强。三是坚持项目为
王，
成立重大项目服务部，
建立
“大树底
下乘好凉”
平台和机制，
不断提高项目
的含金量、
含新量、
含绿量，
以高质量的
产业项目支撑泰州高质量发展。
记者：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下一步泰州将
如何谋篇布局、科学谋划，谱写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史立军：奋进新征程，我们将认

真贯彻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
和中央及省委全会精神，
全力打造令
人向往的
“幸福水天堂”
、崛起中部的
产业增长极。具体来说，
泰州要做到
“五个高”
：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
成为长三角特色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
制造业集聚地，
打造全国领先的医药
地标产业，
力争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7000 亿元。二是打造高颜值
城乡，
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集
聚度，
全力打造大江风光带、
生态经济
带、
水乡风情带，
形成具有泰州特色的
城乡融合示范模式。三是创造高品质
生活，始终把民生工作作为“心中工
作”，扎实抓好民生幸福十大行动和
“民八条”
措施，
建立主动发现和解决
民生问题的新机制，
建成人民满意的
幸福城市。四是实现高效能治理，
深
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建
设更高水平的诚信泰州、
平安泰州、
法
治泰州。五是建设高水平队伍，
坚持
实干至上，
弘扬
“三个不相信”
精神，
切
实用好
“骏马奖”
“蜗牛奖”
，
培养壮大
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这
“五个高”
，
就是泰州
“十四五”
发展的美好愿景。我们要咬定目标，
努力把“令人向往的‘幸福水天堂’、
崛起中部的产业增长极”
一步一个脚
印地变成现实模样。
记者：
举全市之力建设中国医药
城，这是泰州市一直坚持的发展方
略，
如今又一次突出强调共建中国医
药城，
出于哪些考量？
史立军：
在全市上下开启新征程
的关键时刻，
我们再次全面部署中国
医药城的发展，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
虑：
一是泰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长江经
济带大健康产业集聚发展试点，
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支持
培育
“泰州国家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
心”
，
两大国家战略交汇叠加，
都要求
我们必须建好中国医药城。二是当
前全球疫情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医药
健康产业成为最具发展前景的“蓝
海”
，
而泰州医药产业最有希望、也最
有可能在“十四五”的新赛道上制胜
未来，我们必须统一思想，举全市之
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医药地标产业。
中国医药城就是泰州，
泰州就是
中国医药城。我们要建设的中国医
药城包括泰州全市域，
要在全市迅速
掀起新一轮支持中国医药城发展的
热潮。融合后的医药高新区（高港
区），
在定位上应该是泰州的
“特区”
，
聚焦“中国第一、世界有名”的目标，
力争到 2025 年医药产业规模达到
2500 亿元，成为泰州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区、幸福泰州的示范区。

江苏新时代造船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