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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顺利上调
1-7月新增养老金已发放到账

本报讯 12日，记者从市社保中
心获悉，今年我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已顺利完成，1-7月新增的养
老金已发放到账，8月起按照增加后
的标准正常发放养老金。

据统计，今年市区近22万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参加养老金调整，
所需资金已纳入年度基金预算。企业
退休人员月人均增加155元，调整幅度
达到6.36%，高于国家规定5%左右的调
整总水平，调整后月均养老金水平提高
到2575元，调整补发1-7月养老金2.07
亿元，全年增加基金支出3.6亿元；机关
事业退休人员调整幅度不超过4%，调
整补发1-7月养老金2108万元，全年增
加基金支出3615万元。

市社保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
江苏省养老金调整方案出台后，市
人社、财政部门及时向市政府汇报，
全面开展待遇核准、程序调试、信息
录入等工作，调度落实资金，畅通发
放渠道，确保 7月底前将新增的养老
金发放到位。

今年是我市企业退休人员连续
第 15 次调整基本养老金，也是 2016
年以来第 4 次同步调整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今
年养老金调整办法的框架结构与去
年基本一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普调仍由固定额、与缴费年限挂钩和
与本人基本养老金挂钩三部分组成，
其中：固定额部分标准与去年一致；
与缴费年限挂钩部分各年限段的挂
钩标准略有上调；与本人基本养老金
挂钩部分标准相应略有下降。在参
加普调的基础上，70岁以上高龄退休
人员继续享受倾斜。 （下转2版）

本报讯 12日，市招引组工作例
会召开，通报了 1—7月份全市产业
项目招引情况：经市招引办初审，全
市当年新签约内资 1亿元以上或外
资 1000万美元以上产业类项目 142
个，同比增长 44.9%，完成年计划
89.4%，超序时31.1个百分点。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从产业
看 ，制 造 业 项 目 127 个 ，占 比 为
89.4%，比上年同期提高 9.8 个百分
点；制造业项目中，汽车及零部件项
目 31 个、新材料 20 个、航空航天 5

个、船舶海工 4个；服务业和农业项
目15个，占比10.6%。

从来源看，外资项目28个，同比增
长64.7%，占比19.7%，分别来自香港、
新加坡、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法国、美
国；内资项目114个，主要来自上海、北
京、苏南等地。从项目进园区看，77个
项目落户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占比
54.2%。剔除镇江新区、高新区，六个市
（区）项目进园区比重为45.1%，比去年
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对照年度招引
目标，7个板块超序时。其中，丹阳、扬

中、丹徒、润州完成序时80%以上。
各产业招引部门也取得明显成

效。今年新签约涉及航空航天产业
正式协议6个，框架协议3个，新获取
在手在谈项目信息共7个；新签约亿
元以上涉及汽车及零部件项目 31
个，新获取在手在谈涉车项目信息共
23个；新签约亿元以上涉及海工船
舶项目4个，新获取在手在谈涉船有
效项目信息共9个；新签约新材料类
产业项目23个，在手在谈项目13个；
新签约港口物流项目4个，在手在谈
项目7个；新签约文化旅游项目2个，
在手在谈项目信息 18个；新签约乡
村产业项目16个，已落地11个。

今年以来，我市在项目招引方
面，创新了多项服务机制，包括项

目预评估机制、项目与银行对接机
制、产业项目招引信息集散中心、
全过程帮办。以项目预评估机制
为例，市招引办牵头，目前已举办 3
次项目预评估联席会议，对 8 个拟
引进项目进行了评估，有 2 个项目
给出“审慎推进”的建议，同时指出
了项目的风险点。

会议还通报了深圳招商筹备工
作，和第二届进出口博览会镇江团相
关情况。我市将围绕7大招商主题，于
8月22日在深圳举行产业项目招引专
题推介会，此次招商活动将更突出务
实性和高效性。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将于11月5日—10日在上海举
行，我市商务部门正积极组织采购企
业报名参加。（朱婕 章存保 夏欣如）

今年是苏惠系列乳胶手套出口美国的第 25个年
头。连日来，企业生产车间的生产热情，如高温天一
样火热：每周有近4个集装箱、100多个规格型号的乳
胶手套从这里走出，漂洋过海运至美国市场，仅来自
美国的订单就一直排到了今年10月份。

苏惠乳胶公司副总经理王炎翻出了“半年报”：
“上半年完成出口销售 603万美元，同比下降 5.3%，
也算差强人意！”他透露，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他
们坚持在“新、奇、特”产品上下功夫，以此压降影
响，实现平稳发展，“今年明显感觉到依赖单一市场
的局限，必须把视线投向更远。”目前，企业积极参
加境外展会，并于一周前在吉尔吉斯斯坦递交了产
品相关的注册资料。王炎表示，对于拿下这块从未
涉足的新市场，很有信心。

在扬中，中美贸易企业 46家，其中苏惠乳胶、德
利纺织等重点企业有 5家，占对美出口总额的 85%。
尽管如此，中美贸易摩擦目前对当地外贸企业影响
有限。数据显示：上半年，扬中一般贸易进出口额
2.08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82.07%，占比增幅
6.48%，综合指数位居镇江各市区第一。“影响有限的
主要原因是，企业主动作为，独占优势巩固市场、发
挥利润优势提高客户黏性，同时不断优化国际化布
局。”扬中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

向好、稳健的态势，也是扬中工业经济运行的总
基调。上半年，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17.6亿元；工
业申报销售341.3亿元；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70.04亿
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9.07亿元；全口径实到
外资4581万美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7.2%、8.6%，主要经济指标顺利实现“双过半”。

有质量的数据，与骨干企业和主导行业的强力支
撑密不可分。统计部门分析，从重点行业看，扬中 10
个工业大类中有 7个行业实现正增长，5个行业达两
位数增长，工程电气仍是该市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
骨干企业增长面在 80%以上，应税销售增长超过
10%，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从重点
企业来看，“三十强”中香江、大航、亿能等骨干企业产
销两旺，平均增幅超过30%。抢抓南通总部搬迁的机
遇，新韩通上半年申报销售增幅超过 20%，预计全年
交船9条，实现销售15亿元，同比增长50%，带动全市
船舶产业总量增长；“六十强”中海纬、亿阀、爱士惟、
中顺等企业出现爆发式增长，平均增幅超过100%。

强化金融支持，为民营企业打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也是扬中提升经济质效的一个发力点。扬中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供了一组数据：上半年，
企业转贷累计金额达到 17.1亿元，为企业降低财务
支出近 5000万元。目前，单笔周转资金额由原来的
1000万元提高到 2000万元，转贷覆盖已扩容至扬中
所有企业。同时该市鼓励企业有效对接资本市场，
先后通过挂牌前引进风投、挂牌后定向增发、股份
转让、上市公司并购等途径，企业利用股权直接融
资总额达 85.7亿元。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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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京口工业园区的先进
制造业中小企业基地一期内，总
投资5000万元的江苏爱得科光子
技术有限公司“基于 5G微型光纤
放大器及其核心激光器产业化项
目”厂房装修已接近尾声，本月底
前设备将进场安装，9月份将进行
产品的试生产。据京口工业园区
管委会主任房林虹介绍，这个今
年新招引的项目租赁厂房2200平
方米，依托北大光学中心核心技
术，主要生产基于 5G光通信光放
用激光器以及车载激光雷达用激
光器等产品，预计今年产值将达
1200 万元，全部投产达效后年产
值将突破5亿元。

抢抓市场先机 形成竞争优势

据悉，像爱得科光子这样“当
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

项目，在京口工业园区绝非个
例。同样在园区进制造业中小企
业基地一期内，有一家专业生产
智能移动终端和可穿戴设备的江
苏金亿达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
落户不到两年，产值就突破了亿
元，目前已是省高新技术培育入
库企业、省两化融合贯标重点培
育企业。据介绍，在“亩均论英
雄”单位面积贡献指标上，企业去
年亩均产出突破 2300万元，亩均
纳税达到36.7万元。

在投产元年产值就可过千万
的优质项目，所使用的又是“拎包
入住”式的高标准工业厂房，并非
择址空地新建，不仅减轻企业前期
投入负担，还缩短项目投产周期，
更有利于企业抢抓市场先机，加快
形成竞争优势。据了解，截至今年
上半年，京口工业园区先进制造业

中小企业基地一期的 7栋厂房均
“名花有主”，除了正在装修的爱得
科光子外，万京技术、德华航空、隆
信德科技、彩漫信息等企业也相继
落户，三季度还将有更多企业陆续
启动厂房装修，正式开工建设。

“通过集中建设标准厂房来
‘筑巢引凤’，是适应当前中小企业
投资的需求，也符合我们高效集约
利用土地的现状。”园区管委会副
主任张恒可告诉记者，并指着紧邻
一期的两块土地表示，为给园区后
续发展提供载体支撑，招引更多的

“短平快”项目落户，先进制造业中
小企业地基二期、三期项目已经确
定实施，主要为洽谈成熟的项目定
制厂房。其中三期土地已于 7月
底挂牌上市，待各项手续完善后，
立即启动厂房建设；二期正在设计
招标，年内土地上市。（下转2版）

不久前，江苏车驰有限公司在成
都的第三家卖场开业。“三年三家店”
的“车驰速度”，让车驰销售终端在西
南地区构建起新的业务格局。而这
也成为企业从制造端延伸产业链，实
现产业转型的重要一步。

提升品牌影响力
掌握市场话语权

“去年我们在四川豪华商务车
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25%，位列细分
市场的第一。”江苏车驰相关负责人
宋屹用数据佐证“新格局”，“2018年
公司改装车的总销量中，成都市场
就占了六分之一。”

事实上，除了积极布局销售端、
向 下 游 延 伸 产 业 链 ，“ 溯 游 而
上”——拓展平行进口贸易板块、国
外研发设计板块，也正成为车驰扬
起“微笑曲线”两端，打造“全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的生动实践。

作为高端制造业企业，江苏车
驰以改装奔驰等高端车为主业。因
此 ，进 口 原 型 车 是 生 产 的“ 原 材
料”。按照原先的采购模式，不管是
品牌还是在采购数量，都受制于供
应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
的发展。宋屹介绍，2017年 2月，天
津车驰成立，组建专业队伍拓展平
行进口业务，“这一步至关重要，不
仅打破了原材料受制局面，打通了
上游货源，而且为接下来进一步提
升品牌影响力，掌握市场话语权，打
下了基础。”当年底，车驰平行进口
车销售达到8.5亿元。

江苏车驰的“延链计划”还在
升级。一年前，江苏车驰下属控股
企业天津车驰收购天津新金晖公

司的所有股权，计划利用其名下的
天津保税区内 30 亩土地，打造国
际汽车综合卖场，目前项目已进入
方案制定阶段。“我们的计划是，以
天津作为试点，打造集展示、仓储
等功能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卖场，进
而在 5—10个城市推广。”相关负责
人表示，公司去年平行进口车销售
11 亿元，今年 1-7 月已经达到了 11
亿元，“就目前情况来看，中美贸易
摩擦对平行进口车市场的影响还没
完全体现，但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加
速布局。”

实现定制化个性化
打造更多亮点卖点

业务链延伸的背后是品牌延
伸。6 月初，港珠澳国际车展上，江
苏车驰全新定制商务车品牌傲旋 1.0
一经亮相，便成了“全场焦点”——
除了“大气”“豪华”这些高端商务车
的显性识别度外，流线式的氛围灯
加上品牌 logo恰到好处,全触控智能
座椅实现了坐得舒服、按得也舒服，
黑科技则把灯光、空调“遥控”装进
了手机……企业副总裁威将此看作

“里程碑式的启航”，“一是车驰改装
车，自此走上了品牌引领发展的新
路；二是我们自主研发与国际顶级
品牌合作的升级车型，开启了国内
商务车未来的蓝海。”

从产业链延伸的维度，此次品
牌发布亦是车驰涉足上游研发设计
端的“杰作”，甚至由此可以追溯出
多个“业内首创”：定制了国内首台
奔驰商务车，并且是业内最早邀请
宾尼法利纳的意大利设计师加入改
装车设计。 （下转2版）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奋斗进行时

全市产业项目招引又有新突破
1—7月份新签约产业项目142个

“筑巢引凤”“退二优二”

京口工业园区为高质量发展探路

中哈合作中心人气旺
游客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一家免税店内购物（8月11日摄）。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随处可见中外游客，来往商贩、车辆络绎不绝。中亚的糖果、面粉、饮料，中国的纺织品、
小商品等琳琅满目，吸引着各地的客商。据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今年1-7月合
作中心入出园人员总数达33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28%。 新华社发

进军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车驰速度”画好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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