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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面对土地要素的瓶颈制
约袁首先袁要解决好耶有限爷和耶无
限爷的关系冶遥在我区国土空间利
用与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上袁
区委书记狄志强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指出院野在招商引资中袁我们要
围绕土地高效利用袁算好土地产
出率袁以耶亩产爷论英雄袁严守用
地耶天花板爷遥 区委与各镇区耶约
法三章爷袁一是保护土地袁二是保
障发展袁三是不触红线袁把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纳入各镇区
年度考核目标袁以国土空间高效
利用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冶

近年来袁我区推进野一城一
区一山一水冶四大板块和野一区
七园冶建设袁将园区作为工业集
聚主要载体和产业承接重要平
台袁工业向园区集中尧农民居住
向城镇和中心镇集中袁土地向优
质项目尧优质企业集中遥

为确保项目落地袁 我区做足
土地文章院一是建设标准厂房遥通
过产业集聚袁促进土地节约集约遥
2016年袁金城镇建设标准厂房 17
幢 11万平方米袁 竣工 1个月时
间袁被 20多家电子和汽车零部件
企业租赁一空遥在此基础上袁又建
设 19.2万平方米凤凰城经济工
业园袁建成标准厂房 43幢袁现入
驻企业 50多家遥直溪镇建设标准
厂房 10幢 6万多平方米袁以正信
光伏为龙头开展招商袁 先后进驻
光伏上下游企业 10多家遥截至目
前袁 全区已建成标准厂房 120万
平方米左右袁200多家优质中小
企业入驻遥二是注重投入产出遥在
接受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袁
坚守项目投入强度与产出密度红
线袁明确经济开发区 5000万元以
下尧各镇工业集中区 3000万元以
下项目原则上不再单独供地袁倒

逼各镇区加快标准厂房建设遥 三
是实施土地整治遥 10年来袁通过
土地整治袁实施各类项目 1200多
个袁建设规模超 20万亩袁新增耕
地 6万亩以上遥

区委书记狄志强表示袁国土
空间利用是有限的袁对发展要求
是无限的袁而野无限冶是靠野有限冶
支撑的遥 围绕国土空间保护袁关
键要做到一个野守冶字遥 守住野三
条红线冶袁即生态尧农业尧城镇三
类空间和生态保护尧永久基本农
田尧城镇开发边界野三条红线冶遥
守住用地野天花板冶袁即根据金坛
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袁到
2020年全区开发强度不得突破
19.07%遥 守住产业用地空间袁即
核定开发强度对应国土空间袁优
先安排基础设施尧居住等用地后
再安排产业用地遥

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袁我

区用地空间需求也不断加大袁今
年全区报批土地 10000多亩袁但
仍有许多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
项目落不了地袁目前的建设用地
规模空间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遥

野推进节约集约袁要念好耶三
字经爷遥 冶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尧区国
土局党委书记尧局长黄克洪说遥首
先是野激冶袁即考核激励遥 今年袁我
区根据低效利用土地盘活计划袁
在存量上找出路袁 目前已盘活
4000余亩遥 以单位用地税收尧单
位用地产出尧单位能耗税收尧单位
排放税收等为主要评价内容袁完
成全区企业数据信息归集袁 将企

业分为 ABCD四类袁 建立企业综
合评价机制和反向倒逼机制遥

其次是野管冶袁即强化执法监
管遥对发现的违法用地行为坚决
查处整改袁重大项目尽快完善用
地手续遥进一步强化共同责任机
制的执行力度袁争取镇村对国土
资源执法工作支持袁充分运用政
府考核机制袁严控违法用地行为
发生遥同时袁运用无人机巡查尧慧
眼守土尧 动态巡查等监管手段袁
对受制于道路不通尧不易发现隐
蔽违法用地的缺陷进行弥补袁快
速确定违法用地范围及面积袁实
现监管区域全覆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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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开发底线 推进节约集约———

我区巧妙破解土地“有限”发展“无限”不等式

本报讯 12月 9日袁区委常
委尧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
记陈锁龙带队袁督查长荡湖旅游
度假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遥

督查组先后察看了沿湖景
观样板段尧长荡湖北路尧生态清
淤尧 出入湖河道整治等施工现
场袁详细察看了这些项目的进度
和安全生产情况袁仔细询问了工
程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袁并与项目负责人共同谋划加

快推进的有效举措遥
陈锁龙指出袁 今年是长荡湖

旅游度假区的 野基础建设突破
年冶袁 按照年度目标任务要求袁现
已进入加速冲刺阶段遥 要在规范
施工尧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袁加快项
目推进速度遥 各相关部门要及时
了解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袁全力协调解决袁确保在建项目
均能按时序进度推进袁 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四季度项目集中督查遥

今年袁 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共

有建设项目 11个袁其中续建项目4个尧 新建项目 4个尧 前期项目 3
个遥长荡湖西路尧学府路东延尧西路
连接线已竣工通车袁 独立防洪大
堤尧 地形重塑已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袁长荡湖北路尧景观样板段尧生态
清淤尧出入湖河道整治等工程正在
全力推进遥 吴金林 蒋建君

长荡湖旅游度假区在建项目加速冲刺

近年来袁我区通过改革管理方式袁促进城乡学校均衡发展遥
城乡学校组建教育集团袁形成智慧共享尧各具特色的办学格局袁
创建覆盖全区的野优质学校群冶遥日前袁二中体育联盟体在直溪中
学举行了野同题异构冶体育教学研讨活动袁二中片全体体育教师
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袁 旨在不断提高片区内体育教师的教学研
究能力袁夯实教师驾驭课堂的教学基本功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
全面发展遥 翟浩/摄 李蕾/文

本报讯 随着锣声的敲响袁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农业板于日
前开板袁包括我区的江南春米业
有限公司 10家企业在内的全省193家农业企业喜领挂牌证书遥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是我省
唯一区域股权交易市场袁 由江苏
省农业农村厅尧 江苏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尧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
联合共建袁 是针对农业企业的生
产经营特点尧金融需求特色袁为农
业企业量身打造的专属服务板
块遥据悉袁挂牌农业板企业需从事
农尧林尧牧尧副尧渔业等生产尧加工尧
贸易经营活动袁实行自主经营尧独
立经济核算袁具有法人资格遥企业
设立满一年袁 具有可持续经营能

力尧运作规范袁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袁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院最近一
年营业收入不少于 1000万元曰最
近一年净利润不少于 100万元曰
净资产达到 100万元曰 农业新科
技尧新模式尧新业态遥

常州市金坛江南春米业有
限公司尧 江苏常丰食品有限公
司尧 常州金坛江南制粉有限公
司尧常州市万叶饲料科技有限公
司尧常州市晨泰粮油购销有限公
司尧 常州圣贝特蜂产品有限公
司尧 常州金坛茅山制粉有限公
司尧 江苏黄金村食品有限公司尧
江苏源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尧常
州市大地肥业科技有限公司此
次挂牌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农业

板袁有利于为农业企业提供综合
性金融服务袁促进资本与产业的
对接袁 提升农业企业品牌形象袁
助力企业做大做强遥

截至目前袁我区共有区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 122家袁其中省
级 14家尧 市级 22 家尧 区级 86
家遥 野农业板是农业企业借力资
本市场的练兵场袁被誉为农业企
业施展拳脚的新舞台和行业领
军龙头企业的孵化器遥 冶区农林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未来袁我区
将进一步落实各项惠农扶持政
策袁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农业龙
头企业勇敢走上资本市场袁助推
我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遥

邵桢 周秋娟

江苏股权交易中心农业板开板

我区 10家农业企业成功挂牌

本报讯 2018 年江苏省
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遴选结
果于日前公示袁我区的物联网
技术在水产养殖销售中水质
监控尧冷链物流及质量安全可
追溯方面的应用袁野阿米勒天
眼冶计划袁全自动新型 12栅光
伏组件生产项目袁海卫汽车服
务连锁终端管理系统袁煜琨智
能化管理控制实验仪器 5 个
项目成功入选遥

据悉袁 自今年 5 月我区
开展省尧 市级大学生优秀创
业项目遴选申报推荐工作以
来袁 区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派

专人指导袁 在征集的 31 个项
目中细心筛选尧 择优推荐 袁
向常州市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选送了 18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参加省市级遴选袁 涉及汽车尧
环保尧 野互联网+冶尧 物联网尧
文化创意类尧 农业类等遥 其
中袁 煜琨智能化管理控制实
验仪器等 13个项目入选常州
市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袁 并
推荐参加省级优秀创业项目
的评选遥 最终袁 我区上报的5 个项目被评为省级优秀大
学生创业项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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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名单公示

我区 5个项目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