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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领先全市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46

田芳

最近， 笔者从全市举办市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上获悉，金
湖县金石集团、 江苏仪表厂有限公司
当选联盟大会副会长，正贸仓储、长园
和鹰、 协城科技等5家企业入选联盟
理事单，18个企业入选会员单位，这
在全市智能装备制造领域， 金湖县参
加的企业属于最多。
长期以来，金湖县历届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初步形成机械制造、 仪表线缆等两大
智能装备制造主导产业。 为了推动企
业创新发展， 县委县政府从从强化目
标意识， 强化推广示范， 强化政策激
励，强化科技创新等四个方面发力，全
面推进全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强化目标瞄准百亿
金湖县委、 县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研究会，提出引导企业扩产增效，落实
设备投入奖补政策，探索以财政资金、
股权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符合

产业政策、市场前景较好、经济效益较
优的项目进行技术改造。 加快设备更
新换代， 促进低端换高端、 单台换成
套、人工换智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
要素生产率。 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围绕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品牌
化发展要求，修编产业发展规划，设立
产业研究中心、产业服务中心，产业发
展引导资金规模增至10亿元。 优化工
业经济布局， 开发区重点依托金石集
团、长园和鹰、神舟车业等企业，培育
百亿元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依托阿
路美格、视客新材料、昇和新材料等企
业，培育百亿元级新材料产业。

强化推广示范引领
为了加快推进全县装备制造产业
企业装备升级和技术改造工作， 县经
信委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 加大宣
传推广， 推动各企业数控化装备升级
换代。 金石集团等石油机械企业引入
投入超百万的加工中心， 加工水平居
同行业前列。 长园和鹰等企业购置龙
门铣床、激光切割等装置，生产效率大
幅提高。 海华机械投入铸件全自动化

生产线，生产效能稳步提升。神舟车业
的10吨冲压装置，保证了产品市场的
供需。 新金菱集团投入1200多万元购
置韩国PE布生产设备，蹦床跳步生产
行业领先。聚焦行业需求，推动关键岗
位机器人应用。西格尔内饰件、天利成
铝模的机器人焊接装置， 解决了焊工
不足的问题。 豫宏防水添置的机器人
码垛装置，解决了快速搬运的问题。神
华药业分拣、灌装、包装实现自动化，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强化政策扶持激励
企业的智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
持和资金注入，2017年， 该县按照产
业引导资金政策标准，给予理士科技、
长园和鹰、 阿路美格等341户企业设
备奖励6488万元，占全部引导资金的
64.9%， 在规模企业中产生较大的影
响和示范引领；为企业提供过桥资金、
担保贷款、低息统贷15.4亿元，帮助企
业节省成本近1500万元，缓解了部分
企业的投入融资困难； 先后帮助理士
电池、圣固（江苏）机械、海华机械等用
电大户落实直购电补贴1.96亿度，降

低企业成本400多万元。

强化科技创新发展
2017年，机械制造、仪表线缆销
售分别达到105亿元、45亿元；建成省
级石油机械产业集聚区； 国家火炬计
划仪器仪表、 石油机械特色产业基地
先后花落金湖县； 全县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1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1
家。 2人获批国家
“万人计划”人才，实
现淮安市国家
“万人计划”零突破。 新
增省级“两化融合示范试点企业”6
家，全市第一。 6家企业获得省级中小
企业
“
专精特新”产品及科技小巨人企
业认定，11家企业获得市级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产品及科技小巨人企业认
定。 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健康、新能源
汽车等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发展。
在全市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联盟成
立大会上， 金湖县经信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将以这次市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联盟成立为契机， 乘着大会的强劲东
风，进一步聚焦和发力，努力推动金湖
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更上新台阶，创
造新辉煌。

■ 吴仁凯

本 报 讯 今年以来， 面对日趋
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 金湖农商银
行深入贯彻落实上级管理部门和县
委县政府关于经济、金融、农村工作
的各项决策部署， 坚持深耕普惠金
融，扎实有效防控风险，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 持续推动小微企业服务功
能进一步完善，“三农” 服务水平
进一步提升， 各项业务发展稳中有
进， 实现了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
振。
存贷规模继续领跑全县同业。
截至5月末，资产总额突破一百亿元
大关， 达到105.92亿元， 比年初增
加11.96亿元， 增长12.73％； 其中，
各项贷款余额72.14亿元， 比年初增
加5.11亿元， 增长7.62%。 各项存款
余额为88.55亿元， 比年初增加5.08
亿元， 增幅为6.1%， 存贷款总量突

破160亿元， 且连续多年始终保持
全县银行业第一。
涉农贷款余额突破五十亿元。
以创新金融、 绿色金融为抓手， 大
力推广小微企业“微时贷” 系列产
品、 个体工商户“商易贷”、 农户
“和易贷”、 农民购农机“随机贷”、
“金土地”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
产品， 1-5月份， 累计投放涉农贷
款26.67亿元， 5月末涉农贷款余额
达50亿元。
为土地经营权贷款国家级试点
作主要贡献。 为更好地推动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国家级试点
工作， 把全县该类贷款的规模做大
做强， 该行将贷款资金优先安排给
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的客户， 全流程跟踪服务办理抵押
手续， 受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1-5月份， 累计发放土地经营权贷
款1982.54万元， 占全县发放金额的
68.1%， 5月末余额7288.04万元。

吕良财政所
助推乡村振兴讲习所建设
■ 曹俊仁

姚彦祥

本报讯 今年2月金湖县在吕良
镇率先成立乡村振兴讲习所,按照
“有牌子、 有场地、 有制度、 有计
划、 有队伍、 有成效” 的六有标准，
全镇共建立镇、 村(居)、 学校等乡村
振兴讲习所14个， 组建了22名乡村
振兴讲志愿者， 设置了包括农业产
业、 法律、 文化等40个课程， 充分
利用镇村党群服务中心、 文化礼堂、

日前， 金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在前锋镇淮胜村稻麦展示基地举办水
稻育秧现场培训活动， 为种田大户现
场解决育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推广
水稻生产新技术、 新产品。 图为技术
人员在向各镇技术员、 种田大户现场
讲解。
■ 徐辰峰 刘仁梅

■ 吴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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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良镇花园村

姜劲松

本报讯 “
人社部门
既要保民生，又要促发展，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前
提和基础， 降低实体经济
生产成本， 助力企业健康
发展尤为重要。”金湖人社
局一直把服务企业发展作
为该局的重中之重， 快速
执行省市文件精神，以“三
降一补”政策为抓手，继续
降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缴费费率， 向困
难企业发放稳岗补贴，帮
助企业降低运行成本，助
推企业健康发展。
该 县 从 2018 年 5 月 1
日 起 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止，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率为19%； 继续从
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
年4月30日止， 失业保险
单 位 缴 费 率 为 0.5% ； 自
2018年5月1日起，在保持
八类费率总体稳定的基础
上， 工伤保险缴费基础下
调20%； 到2020年底，依
法参加失业保险并按时足
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上年
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该
县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
发放稳岗补贴， 补贴额是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总额的50%。
此次“三降一补”政策
惠及该县企业1500余家，
减少征收各类社保费
2200余万。 下一步，该县
将立足实体经济需求，创
新推行降低企业引才、用
工培训成本， 帮助企业转
型升级，做大做强。

着力解好乡村振兴“方程式”
■ 姚彦祥

位于金湖县吕良镇幸福港北端的
花 园 村 共 有 7 个 村 民 小 组 ，376 户 ，
1516人，耕地面积4250亩，全村以种
粮和务工为主， 村民收入比较稳定。
2017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5400元，是
金湖县文明村和生态村。
花园村坚持做好村庄环境整治与
经济建设结合文章， 融合乡村振兴战
略，让村民切身感受到在文明创建下，
花园村
“
美起来、强起来、富起来”。

生态资源+精心打磨

=美起来
这几年， 该村党总支注重发挥好
生态禀赋优势， 坚持保护与治理两手
抓，推进乡土文化、美丽元素、田园风
光等有机融合，大力实施美丽乡村
“
细
胞工程”。
2017年花园村积极创建环境整
治示范村，主要致力于四乱整治、公共
设施配套、违章拆除、文化墙建设等项
目。目前已完成花园村村容村貌治理、
房前屋后的乱堆乱放清理， 和公路两
侧环境整治。 新做河道砌石800米，清
理垃圾70余吨， 整理乱堆乱放130余
处。 中心港两边栽植桃树1500棵，规
模型联排庄台绿化，一组、三组庄台，
五、六组庄台规划为桃园，全村形成桃
文化产业园；二组庄台规划为玉兰园；
一、三组庄台规划为月季园；四组庄台
规划为桂花园。
“
党
花园村在村两委会带领下，以
员干部志愿服务队”建设为基础，结合
“党员活动日”、
“党员护水日” 和日常
保洁，积极引导群众从门前三包、无违

建做起，移风易俗树新风，变“要我整
治”为
“
我要整治”，共同营造整洁美丽
的人居环境， 并建立村庄环境持续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 使村容村貌始终保
持干净、整洁，河塘、沟渠无漂浮物等
杂物。
村两委会带领全体村民促进乡风
文明、保持村容整洁、完善文化设施、
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经济，推动经
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带领群众创业
共同致富。

精准施策+基础建设

=强起来
村党总支部为发展村级经济，拓
展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他们招引工业项目1个， 即淮安博世
欧亚机械有限公司，落户在园区，现已
与金湖输油泵厂合作批量生产；2017
年总部经济已开票500多万元， 为村
带来收入8—10万元； 通过外引内联
多措并举， 村集体经济从三年前的负
债40多万元,一步一步发展到盈余20
多万元。路，一直是困扰村民出行的一
大难点， 原全村6排庄台只有一条2.5
米宽的水泥路。近年来，村党总支部争
取到一事一议项目新建了向阳路2公
里，农桥2座。 借县发改委
“千亿斤粮”
项目落户花园之机, 为村民新建水泥
路6条共4公里，新建排涝泵站2座，新
建农桥10座，涵闸洞109座，河道疏浚
9600米。 原叶庄组庄台零散，村里投
资近8万元，新建1.1公里砂石路，柏桥
至向阳砂石路损坏， 村里又投资近4
万元进行了维修。 每年村里拿出近2
万元组织慰问因病致贫、 因伤致贫等
困难群众， 让他们感到党组织的关怀
和温暖。

干部帮扶+产业支撑

=富起来
如果说干部帮扶是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的一项重要动力机制， 那么产业
支撑就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
解决好农民致富增收的问题，既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落脚点，
也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每年村
里拿出近2万元组织慰问因病致贫、因
伤致贫等困难群众， 让他们感到党组
织的关怀和温暖。 在此基础上,所以，
花园村进一步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双
带”作用，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为农民
持续增收提供可靠保障。 该村先后成
立了2个芡实种植专业合作社、3个粮
食种植家庭农场、1个粮食运输专业
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500多亩，用于
发展规模型高效农业、 有机农产品种
植。 目前，共有合作社社员103人，带
动周边农户35人，社员增收每人每年
1.8万元，户均增收3.7万元，他积极鼓
励和支持村两委班子成员都在合作社
中担任职务，带领党员群众通力协作，
走出一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管理
民主，自我发展”的生产销售之路，取
得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
全镇成立了首家淘宝网店， 村民种植
蔬菜、 养殖家禽家畜不出家门就能销
往全国各地，深得群众好评。
振兴乡村实践展现给人们的是花
园村“美、强、富”的“蝶变”之路，折射
的是村党总支带领党员干部的持续奋
斗和村民群众的支持配合。 只有抓牢
党建领引这个“牛鼻子”，发挥好党员
干部“主心骨”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
众“齐心干”，就一定能谱写乡村振兴
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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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家企业参加全市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 招玉刚

邮发代号 27-10

农家书屋、 田间地头等场所， 采取
集中授课、 宣讲， 分散点对点、 面
对面等方式开展菜单式、 针对性的
讲习活动。
吕良财政所拨付专款用于改善
乡村振兴讲习所基础设施条件， 为
乡村振兴讲习所添置了展牌、 桌櫈、
日常用品和音响设备， 并对花园、
付圩、 金淮等村讲习所还加大投入
力度， 为创建乡村振兴示范讲习所
奠定基础。

戴楼镇举办“赠好书
诵经典”全民阅读活动
■ 涂芬

杨焕新

本 报 讯 近日， 金湖县戴楼镇
组织文广站工作人员来到戴楼镇官
塘小学， 为学生们赠送儿童阅读书
籍200多本， 与小学生们一起读经
典， 荐好书。

官塘小学的6名小学生分享了
读书的体会， 并推荐自己所读的书
籍。 戴楼镇文广站将入围少儿类
2017年中国好书榜的 《中国共产党
一路走来》、 《阿莲》、 《花儿与歌
声》 等书籍赠送给了每个学生， 并
希望他们多读书、 读好书， 喜欢的
书籍推荐给身边的人。

247省道金湖南段
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获批
■ 顾莉

邱忠柱

本 报 讯 近日， 省发改委发文
对247省道金湖南段改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进行批复。
批复同意路线起自344国道与
247省道交叉处， 接247省道 淮 金
段， 经红岭村北， 改造黎铜线， 止

于金湖与安徽省天长交界处， 接安
徽省天长205省道， 路线全长6.856
公里。 项目全线按四车道一级公路
标准建设， 设计速路80公里/小时，
路基宽25.5米， 新建桥涵设计汽车
荷载等级采用公路-I级， 项目建设
周期三年， 核定初步设计概算
28144万元。

金湖市监局
开展端午节日市场专项检查
■ 红杰

海东

本 报 讯 端午将至， 为保障节
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营造良好的节
日消费氛围， 金湖县市场监管局组
织人员积极行动， 开展端午节日市
场专项检查。
一是对辖区内各大中小型超
市、 农贸市场、 食品批发销售部
门， 重点检查粽子、 咸鸭蛋等节日
食品。 检查中， 执法人员严把食品
市场主体准入关， 严格督促食品经
营者建立健全索证、 索票和进销货
台账， 严查无照经营、 “三无” 食
品、 过期食品和其他不合格食品，
对粮油、 咸鸭蛋等端午时令食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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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销售企业进行了专项检查。
尤其对农贸市场内经营户自制的散
装粽子的原料、 索证索票方面进行
了检查和规范， 共出动执法人员89
人次， 检查经营户36家。
二是结合淮安市食品安全示范
店创建工作， 向市场经营户、 超市
管理员等宣传 《食品安全法》、 食
品安全科普知识等。 专项检查期
间， 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
三是及时制定端午节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安
排， 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要求
发现重大问题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 确保节日期间突发事件能得到
及时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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