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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茅山景
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3亿元，占
全年任务的 63%；一般预算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应税收入均实
现过半。截至 6月底，在景区门票
价格下降 20%的情况下，景区上半
年总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7%。茅
山景区在“年中考”中用工作成效
书写了景区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康缘中
华养生谷养生酒店规划建设方案
正在编制；游客中心、仙草童话世
界正在内部装修，配套工程同步推

进，今年底对外开放；茅山温泉谷
（洲际假日度假酒店），酒店和温泉
主体封顶，今年底对外试营业；茅
山涵田商业街幕墙施工完成，涵田
客栈正在内部装修，预计今年11月
前对外营业，耕读文化体验区、亲
子农场生态体验区方案进入审批，
即将开工建设；茅山天下无有谷项
目正同步进行道宫外立面、内装和
天桥施工，主体建筑装修和周边环
境改造10月底前完工，今年底试营
业；知青山庄、观日民宿、梵净花
开、半岛印象等一批精品民宿项目

陆续建成营业，进一步做实茅山产
业经济“家底子”，加快旅游经济转
型步伐。

旅游品质不断提升。今年清明
三天小长假，接待游客数量和营业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30%和100%；5
月 2日、3日两天，单日门票收入超
百万元，5月3日单日接待游客数量
超万人次。深挖茅山“道文化”“红
色文化”两大资源，举办了“福地茅
山中国年”“茅山元气春游季”“仙夏
奇遇季”等系列活动；联合省内及周
边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生态农业等
优势资源，最新发布了2019十条红
色精品特色线路；挖掘树立身边戴
荣斌等红色模范典型，通过现场教
学、体验教学、拓展教学等方式，不
断提档升级“铁军营”党性教育基地

内涵。目前，红色文化服务中心被
省委批准为省级干部党性教育基
地，“烽火家书·铁军信仰”现场教学
入选江苏省干部教育培训精品课
程。茅山旅游市场占有率和认同感
大幅提升，景区品质和品牌含金量
不断提升。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扎实开
展“263”专项行动，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层层落实责任，确保环保工
作快速、高效推进。上半年，收到
环境信访 10 余起，联合环保、公
安、执法等职能部门，开展联合巡
查每月一次，检查企业 40 余家，
下达日常检查记录表 150 余份，
关闭关停各类污染企业、小作坊 5
家等，牢牢守住了茅山景区的“碧
水蓝天”。 （下转2版）

3月，47米现代化新型港口工
作船完成试航；4月，能在1.3M以下
极地冰区开辟航道的多用途破冰拖
轮交付；5月，为俄罗斯阿穆尔石油
基地公司建造的 4500吨油化船举
行交接船仪式……上半年，大津重
工内 8艘特种船生产线全面铺开，
鸣响了“大津制造”新征程的汽笛。

扬中四面环江，拥有着长江下
游不可多得、等级最高的“黄金岸
线”，这为船舶制造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地利”基础。因此，深受岸线
吸引的大津重工踏江而来，于2012

年落户扬中西来桥。
与其他的船舶制造业不同，自

成立伊始，大津重工就以打造特种
船为“主攻”，在产业话语权上“抢身
位”。从最大 5000多吨的引航船，
到最小400多吨的清扫船，几年来，
以“每艘船都不重样、一艘船一个精
品”的生产理念为“立身之本”，以母
公司上海佳豪雄厚的船舶设计技术
实力作强力支撑，大津重工紧随国
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主动转型
求生，在船舶制造行业普遍低迷的
形势下不断开辟出船舶“新蓝海”。

从勇接“船舶新动力革命”的第一
棒——批量生产节能环保的LNG动力
船到全球最大豪华型引航母船“沪港引
6”的成功下水，再到全国首创破冰厚度
达到0.7米的破冰船……置身行业“勇
敢者游戏”中，大津一次次挑战升级；在

“不得不转”的自救之路上，大津“占席上
位”成为新行业标准制定的主导人。

成立至今，公司成功完成了
110余艘各类船舶与海洋工程平台
的建造和交付任务，并深受好评。

“虽然公司目前在手订单问题
不大，但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公

司产值仍受到不小的影响。”公司
副总经理赵逖说，“不过，在俄罗
斯、意大利、中东等地区油船复苏
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市场仍会是大
津首选，在这个过渡期，公司将继
续精雕匠心船品，为争取新的市场
份额‘厉兵秣马’，蓄势发力。”

“目前我们分别在和俄罗斯、德
国接洽一条8000吨散货船以及一条
7300吨集装箱船，顺利的话，7月份将
能签约。”赵逖坦言，“公司今年将争取
产值达到4个亿，力争将国外销售额
占比提升至50%以上。”

本报讯“我们投资拍摄的最
新网络电影，将于 8 月份在平台上
推出！”11日，镇江恒畅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的网络影视项目，在全市产
业项目与银行第二次对接活动中，
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多家银行的关
注，“看好这个项目，更看好镇江的
数字文化产业。”此次对接会共发
布全市上半年 137个亿元以上产业
类新签约项目。

今年 5月底，我市商务、金融监
管、人行、发改、银保监等部门，首
次将金融服务引入产业项目招引
环节。市商务局项目研判组组长
吴凌云介绍，第一次对接会共发布
了 80 个亿元以上产业类新签约项
目和 84个亿元以上新审批、新落户
项目，现场 8 个项目、8 家银行进行
路演，“8个项目参会总投资 56.7亿
元，融资需求 24 亿元，从我们跟踪
的情况来看，其中 3 个项目完成了
具体银行融资方案，5 个项目达成
银行合作意向。”以智能汽投项目

为例，双方经过多轮沟通，银团融
资方案已上报省行审批，省行来镇
进行了考察。与此同时，博肯特工
业并联机器人项目，也一直与多家
银行保持联系，形成了初步融资方
案，“项目方普遍反映，金融服务前
置，银行主动对接，坚定他们扎根
镇江的信心。”

第二场对接活动再次在新签约
项目与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了桥梁。
此次活动现场共发布了上半年的
137个亿元以上产业类新签约项目，
和139个亿元以上新审批、新落户项
目，总投资105亿元的16个项目反馈
32.8亿元的融资需求。值得一提的
是，根据项目需求，参加此次活动的
银行数量明显增加，20家银行主动
与项目方对接、靠前服务。

据了解，产业项目与银行对接
活动将形成常态化，并根据项目与
企业的诉求做动态调整，原则上每
月举行一次，进一步优化全市营商
环境。 （朱婕 周琴）

本报讯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对 2018年落实有关重大
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
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对 2018 年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
攻坚战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
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13个设区市
79 个县（市、区及高新区、开发区）
予以督查激励。我市及句容、扬中
市在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政策措
施工作力度大，工作创新创优成效
明显，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
务完成较好，受到督查激励，并将
享受“省级财政在分配就业补助资
金时给予适当倾斜”的奖励。

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5万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 3152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78%。
全市扶持创业 4650人、创业带动就
业1.98万人；全市城乡劳动者就业技
能培训 9228人，其中城乡新成长劳

动力技能培训 2806人；全市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 54万人，各项业务指标
实现“双过半”。

从改革创新来看，承接国家发
改委就业质量监测试点项目，被国
家发改委确定为“就业质量与经济
联动监测”“收入社保信息共享及
大数据监测”试点项目，形成了具
有镇江特色的就业失业和收入分
配动态监测工作机制。为积极应
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市就业的影
响，专门成立就业应急工作领导小
组，重点监测城镇登记失业率、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规模性裁员人数
和制造业企业用工总量等 4个核心
指标。同时，继续落实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失业保险金提标、
失业保险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政
策，2019 年以来，已为全市 1007 家
企业发放稳岗返还 2090.44 万元，
为 3936 人 次 发 放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517.90万元。 （杨佩佩 朱辉艳）

本报讯 日前，在陕西省蒲城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教室里座无虚
席，一堂草莓新品种及高架栽培技
术培训班正在举行，来自句容市农
业局的专家就国内草莓发展的现
状、新品种的培育引进以及草莓省
力化发展方向等做着详细的讲解，
来自蒲城的 200多名新型职业农民
一边认真做着笔记，一边不时向来
自句容的专家咨询问题。

去年9月以来，作为苏陕对口协
作的重要项目，句容市向对口的蒲
城县派出帮扶工作组，其中一项任
务就是发挥本地农业产业特长、带
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来到蒲城不久，句容市支农工作
小组便前往龙池镇等地进行走访调
研，工作组发现蒲城是草莓的适种
区，与句容相比，更具有光照时数长、
湿度低的有利条件，蒲城草莓种植市

场前景广阔。为此，工作组一行决定
选择以草莓为种植试点，带动发展一
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作物。

去年 12月，句容市邀请了蒲城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行来句容市
白兔镇考察草莓种植情况，现场观摩
白兔钢架大棚、高架草莓栽培和新品
种示范基地，请全国劳模纪荣喜专门
作了现场讲解。句蒲两地的技术人
员就蒲城草莓与西甜瓜、草莓与玉米

的高效种植模式进行了探讨，今年3
月，再次邀请蒲城的农技骨干和种植
大户来句容参加第五届草莓节，接受
草莓种苗繁育技术培训，通过实地走
访，让蒲城的干部群众心里有了底。

经过与蒲城县农口部门共同研
究，小组决定移植句容草莓种植的先
进经验，在党睦镇建设一批高标准草
莓种苗繁育基地。第一批来自句容草
莓种苗4月1日经过1200余公里的长
途跋涉，由纪荣喜亲自选育的8500株
句容红颊草莓苗送达蒲城育苗基地。
目前，党睦镇的大棚避雨设施育苗基
地、嘟嘟农场和桥陵的露地育苗三个
基地已经初具规模，给蒲城草莓产业
带来了新的希望。 （下转2版）

本报讯 毕业季已过，今年我
市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工 作 情 况 如
何？11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今年“镇江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宣传和就业促进活动”经过精心策
划、周密组织、市县联动、整体推
进，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举办政
策宣讲、开展就业指导及在线交
流，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活动共计 32
场，发放政策宣传资料 3801 份，服
务毕业生人数 4707人。

今年市人社部门结合市与辖
市工作实际、学校专业和产业特
色，制定驻镇和赴外招聘专项方
案，开展特色就业服务活动和赴
外 招 聘 活 动 ，共 举 办 招 聘 会 24
场 ，组 织 单 位 2358 家 ，提 供 岗 位
5495 人 ，进 场 招 聘 毕 业 生 人 数
3224 人，签订就业协议毕业生人

数 1780 人。
积极推进公共就业与人才服

务活动。通过开展驻镇高校进企
业、HR经理进校园、就业指导社区
行、就业指导园区行、创业指导培
训等活动，加强毕业生求职能力、
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维护毕
业生合法权益，提供创业培训和创
业指导，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创业。开展就业指导活动 25次，
服务毕业生 3354人，登记为就业毕
业生人数 271 人，提供就业推荐人
次 986 次，创业培训 1518 人，创业
项目推荐数 356次。

扎实开展就业见习活动，全市新
增就业见习基地 53家，共举办就业
见习专场招聘活动7场，共提供就业
见习岗位数 1728个，组织参加就业
见习人数1317人。 （吕益 杨佩佩）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奋斗进行时

门票价格下降20%，总营收同比增长67%

茅山景区“年中考”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6年，110余艘特种船舶、海洋工程平台

大津制造：鸣笛启航新征程

“雪龙2”号正式交付
首航将直奔南极

7月11日，“雪龙2”号停
靠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码头。当日，我国第
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
察破冰船——“雪龙 2”号在
上海正式交付，并将于今年
底首航南极，与“雪龙”号一
起执行我国第 36 次南极考
察任务。 新华社发

“句蒲”对口帮扶增添新项目

句容优质草莓助力蒲城农民增收

20家银行靠前服务137个产业项目
银行进入招引环节靠前服务将常态化

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
我市就业工作受到省政府办公厅督查激励

32场政策宣传、服务毕业生4707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圆满收官

小北 心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