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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不负好春光，奋

斗正当时。金沙大地掀起了又

一轮发展热潮，处处洋溢着火热

的激情和干劲，一季度我区工业

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

今年春节，响应“留坛过

节”的号召，全区各大企业近 5

万名外地员工留在金坛。随着

市场回暖，企业不仅不停产，还

实现满负荷运转。东方日升

（常州）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仇杰表示，公司这两年订单

业务基本处于满产状态，春节

期间也进行生产。常州斯威克

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志坚表示，坚定看好光伏行

业发展前景，积极响应政府“十

百千计划”，向着百亿企业的目

标奋斗。

企业纷纷“报喜”，金坛经

济运行迎来了“开门红”。一季

度，全区累计实现工业应税销

售收入 431.77 亿元，同比增长

30%，较 2019年一季度，增幅超

42%；工业应税销售收入呈现

“低开高走”之势：1月份工业应

税销售收入同比增幅 1.1%，2、3
月份分别为 45.5%、146.1%，増

势喜人。

值得欣喜的是，我区产业

结构调整正在不断深化。全区

七大行业 1-3月份占比增减数

据中，“三新一特”产业占比

呈现“三大增一小降”，而传

统产业——装备制造、化工及

新材料和纺织服装行业占比均

为下降状态。其中“三新一

特”产业中新能源汽车行业规

上企业应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超 170%。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来

源于创新推进两个加快。一季

度，项目引进继续保持持续向

好、快速发展、质量提升的良好

态势，项目推进营造出加大投

入、高效服务、快速推进的氛

围。区商务局局长汤文斌表

示，一季度全区招引项目 25
个，协议投资总额 287.25亿元，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41.3%，

“三新一特”产业占比达 95.8%。

一季度的靓丽成绩单，展

现出市场回暖的“大环境”，

还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举行 2021 金坛区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印

发《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十

百千计划”实施方案》；兑现

首批“金礼遇·才无忧”人才

政策服务奖励；江苏省金坛华

罗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揭牌

成立；2021中国常州金坛全球

招商网络大会正式启动……从

出台政策到搭建平台、活动交

流，不断营造区域经济发展

“小气候”优势。

一季度“开门红”既有市场

因素，更有实干推动。主要领

导挂钩、部门板块协同、企业同

心同向同行，打造出全区上下

“一盘棋”的发展思路和格局。

陈月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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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携手奋进 见证精彩“蝶变”
一季度我区工业应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

本报讯 昨天上午，区

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

专题听取“加快推进企业股

改上市”情况通报。区政协

主席陈锁龙，副主席葛惠

明、朱亚群、卢建新及秘书

长施生华参加会议。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石江水应

邀参加会议。

会上，区地方金融监

管局就“加快推进企业股

改上市”的情况进行通报。

我区现有上市公司 3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7 家；2020
年，斯威克、常友环保、

索拉特、久诺建材、健尔

康 5家企业报省证监局上市

辅导获受理，13 家企业进

入上市实质流程。2021 年

“十百千计划”中排定 36家

上市后备企业，该局已牵

头相关部门成立“一企一

专班”进行跟踪服务。随

后，3家上市后备企业代表

进行发言。区政协开展协

商讨论。

陈锁龙要求，相关部门

要强化组织领导机构、议事

工作制度、扶持政策支持

“三个环节”，助推企业上市

有“因”，支持企业发展。

要 明 确 当 好 “ 掌 舵 者 ”、

“服务者”、“引导者”“三

个定位”，助推企业上市有

“道”。要遵从分类服务、

突出重点、依法合规“三

个原则”，助推企业上市有

“度”，维护好我区企业股

改上市工作的良好生态。

陈月乔

本报讯 近日，南沿江

城际铁路五座新建站房正

式获得初步设计批复，金坛

站位列其中。

新建江苏南沿江城际

铁路金坛站站房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新增架空层

1.63 万平方米，坐落于镇宣

铁路与南沿江城际铁路在

金坛城区西南侧交叉点上，

采用“十字交叉”共站房设

计。金坛站站房设计将当

地“山之形、水之韵”转译为

简洁明快的设计语汇，以金

坛境内山水特色为原型，勾

勒出“凉月如钩挂水湾 江南

风物镜中看”的秀美景色，

两侧结合柔美的曲线，雕刻

出“层峦叠嶂”的韵律感，舒

展层叠的造型形成了向阳

腾飞之势，赋予金坛展翅腾

飞的美好寓意。站房屋顶

借鉴了金坛刻纸文化，形成

渐变的天窗形式，营造出开

敞明亮的景观光谷，整体打

造出浑然一体的建筑形象，

彰显金坛“生态新门户”的

时代特征。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发

扬创新实干精神，加强协调

配合，全力以赴做好各项保

障工作，为项目建设创造良

好的条件和环境，以“干则

一流、出则精品”的精神，高

质量推进金坛高铁枢纽项

目建设。 左燕

金坛站正式获初步设计批复
彰显金坛“生态新门户”时代特征

本报讯 项目是撬动

规模企业经济增长的牢固

“支点”。今年以来，薛埠镇

坚持抓生产、稳效益，支持

重点企业增产扩能，推动产

业经济平稳增长，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

位于该镇现代产业园

的江苏东展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铝单板、铝型

板、幕墙配件等产品。今年

2 月份，重金属价格迎来一

波上涨，其中铝材料涨幅突

破 30%。保项目进展、稳企

业效益成为该公司突破瓶

颈的有力抓手。一季度签

约额达 7000万元，预计今年

可实现产值 1.1亿元。

规模以上企业优势渐

显，高新技术企业势头强劲。

常州四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反向助推半导体设计研发，

成为该公司迈出的“关键一

步”，一季度产值达去年产值

的 75%，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了5倍多。

一季度，薛埠镇整体经

济发展呈稳中有升态势，全

镇实现工业开票销售收入

29.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7.98%。全镇完成工业实

际投入 1.5 亿元，同比增长

27.12%。2021年签约的 9个

项目中，已有 4 个项目开工

建设。

下阶段，薛埠镇将牢牢

把握两个加快核心，围绕

“三新一特”和镇区主导产

业发展方向，借力南京都市

圈、上海大都市圈发展契

机，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将

“店小二”式服务落到实处，

备战年中“大考”。

贾文芳

本报讯 围绕全区党建

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搭好桥

梁、增进共识，维护和谐稳

定发展大局”的要求，今年，

区委统战部门将坚持守正创

新，着力做好思想引领、服

务大局等工作，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的作用，在“十四五”

新征程中展现统战担当，为

打造我区发展新优势贡献统

战智慧和力量。

江苏帕卓管路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台资企业，

落户我区已有 10 年。如今，

该公司发展迅速，在行业内

处于领先水平。该公司董事

长詹以哲表示，企业发展离

不开区委统战部门发挥的桥

梁纽带作用，积极联系政府

职能部门提供精准服务。

今年，区委统战部门将在服务大局中

积极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凝聚统一战线智

慧力量。通过发挥民主党派在“组织起来”

方面的带动功能，不断提高统一战线服务中

心的能力水平。全面构建为侨公共服务体

系，开展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估，推动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实。

紧扣全区四大行动，帮助民营企业及时反

映问题、解决困难，助力实施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十百千计划”，助力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

同时，区委统战部门将加快推进“网上

工商联”建设，搭建好总商会微信公众号和

推广好“常州新 e商”。成立“会员之家”，搭

建好政企服务、资源整合、合作共赢的商会

共建平台。并通过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更新在外知名人士数据库等方式，凝聚

高质量发展统战向心力。

此外，区委统战部门将在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等方面出实

招，不断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外知识

分子工作创新，着力做好港澳台工作，充分

发挥港澳台在坛人士在两岸三地关系交流发

展中的积极作用，为金坛奋进苏南发展第一

方阵凝聚发展合力。 左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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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日升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

薛埠镇：以项目为“支点”撬动经济增长

区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

构建多方共推协作体 助力企业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