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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区先发板块，今
年，直溪镇将全面决战高质
量科技型中小项目引进、全
面决战服务重点企业高产出
大贡献，持续优化镇村布局，

大力提升集镇品质，争取入
选省级“强镇扩权”试点，全
力打造特色产业名镇、工业
经济强镇。

决战方向：

作为我区光伏产业的
集聚区，直溪镇将瞄准工业
开票销售收入增幅超 2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超
20%、工业实际投入超 20 亿
元，引进项目协议总投资额
超 20 亿元“四个超”的目标，

继 续 把 握“ 进 ”的 势 头 和
“快”的要求，持续深耕特色
产业，招引高质量项目，做
强工业经济，为把直溪镇打
造 成“ 金 坛 乡 镇 发 展 的 示
范、样板和标杆”不懈奋斗。

决战目标：

直溪镇副镇长尹冬妹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光伏产业
是该镇的主导产业，近年来
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势头，正
逐步释放产业集聚效应，该
镇主要经济指标与增幅持续
位于全区各板块前列。

尹冬妹表示，目前，直溪
镇正持续壮大“光伏+储能”
产业体系，准确把握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引发的产业
重新分工趋势，瞄准“三新一
特”产业，围绕光伏新能源产
业补链，重点引进成长型、效
益高、贡献优的高质量中小
项目，形成集聚优势。该镇
将举办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
峰会，力争再引进一家细分
领域前三的龙头企业。该镇
还将建设 800 套人才公寓小

户型商品房，研究出台支持
企业员工购房的补贴政策。

在抓招商的同时，直溪
镇还实施主板上市企业培育
计划，支持龙头企业引领发
展，促进企业总体提升。加
大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力度，
帮助各类企业熟悉政策文
件，用好政策扶持。常态化
制度化召开镇商会、银企对

接会、项目推进联席会等活
动，通过高频次沟通交流，协
助企业破解生产、资金、用工
等难题，引导全镇工业经济
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直溪镇经贸办主任史擎
虹表示，该镇将把国家省市
区出台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惠
企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企业，
并帮助企业申报一系列项
目，促使企业真正享受到政
策红利。

全力打造光伏产业集聚优势
一线采访：

位于直溪镇的常州中信博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光伏跟
踪支架系统方案的提供商和制
造商，合作对象多为国外客户，
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美国、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产品性能优异，广受市场
青睐，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今年 8
月份。常州中信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志告
诉记者，订单金额预测十几亿
元，去年公司工业开票销售收
入超过 22 亿元，今年预计增长
至少 30%以上。

今年，直溪镇将抢抓赶超机
遇，坚定决战信心，提升工作质效，
全力决战两个加快，稳步提升工业
经济质量和体量；继续完善园区集
镇功能，落实为民发展理念，全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
提升。 马晓璇

产业链企业精而强
现场见闻：

采访札记：

直溪镇：

深耕特色产业 打造乡镇标杆

本报讯 作为今年我区农业
农村重大项目之一，江苏南顺食
品有限公司面粉生产线提质扩
产技改项目、油脂制品新建项目
正加快推进，其中技改项目投资
2000万元，6月份全面完工。

江苏南顺食品有限公司位
于指前镇，是南顺集团在中国最
大的面粉生产基地，去年产值达
9.2 亿元，主要向达利园、海天味
业等知名企业供应面粉产品。
2018年，该公司启动面粉生产线
提质扩产技改项目，总投资超
2000 万元，计划用 3 年时间引进
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全面提升
面粉生产线水平。

江苏南顺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改造负责人陈新江表示，
今年完成第三条生产线技改，届
时每天小麦加工量将由 1140 吨
提升至 1350 吨。通过生产流水
线技能改造，优化生产工艺，提
高小麦清洁度和出粉率，其中出
粉率提高 0.5%、好粉率提高 2%。
油脂项目投资 1亿元，工期计划 2
年时间，2022年投产。

自 2月 15日复工复产以来，
公司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三
条生产线平均每天开机 16 个小
时，每天发货 700 吨，与往年持
平，预计今年产值达 10 亿元、利
税 1200多万元。 蒋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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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1日，区文
明委召开全体会议，按照
中央、省和常州市文明委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 会 发 展 工 作 的 总 体 要
求，在继续科学精准防控
疫情的同时，总结去年工
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
署今年精神文明建设各项
工作。区领导刘明江、陈
伟刚出席会议。

今年，我区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将围绕“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三个方面，重点聚焦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精细
化、社区小区治理、文明镇
村创建等方面展开全面决
战，扎实推进居民小区、交
通秩序、背街小巷、农贸市
场等重点难点问题解决；举
办推荐、评选和宣传道德典
型及各种活动，弘扬文明风
尚，深化志愿服务，推进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通过重
点推进 22 个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目标管理项目、推
动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全面
融入课堂教学等举措，优化

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文明礼
仪养成和心理健康教育。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统战部长刘明江在会上指
出，全区上下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立根，发挥好党员干
部、理论工作者、志愿者等
多方力量，用好基层各类宣
传文化阵地，抓好“学习强
国”平台推广使用，建好用
好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推进移风易
俗，将精神文明建设贯穿金
坛经济发展全过程、渗透社
会生活各方面，推动解决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
问题，以精神文明建设的
实际成果，推进我区全面
决战两个加快、奋力开创
金坛跨越发展新局面。要

注重量质共进，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对工作
基础薄弱、推进不力的地
方挂钩指导，力争年底实
现镇、村全覆盖。

会议印发了《2020年金
坛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
点》的通知，对 2019 年度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标本
项目及优秀项目、道德讲堂
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进行
了表彰。 李蕾

区文明委召开全体会议部署全年工作

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深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王四九：专注打造中国“墙”详见本期四版

礼赞弄潮人·金坛优秀企业家风采录

2020年金坛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
一、突出文明城市建设，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1、深化文明城市建设 2、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3、深化文明镇

村创建
二、突出核心价值观践行，着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4、强化教育引导 5、弘扬文明风尚 6、深化志愿服务 7、推进诚信建设
三、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着力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8、优化思想品德教育 9、优化文明礼仪养成教育 10、优化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