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重点中心镇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 国家卫生镇———

书写“强富美高”新答卷
转型行稳致远，创新步履不停，富民成果卓著，

党建扎实推进……岁末年初，雪后初霁，运河流韵，
古镇氾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迷人。

回首这一年，以“稳中求进”为统领，“两聚一
高”取得新成果，氾水镇交出一张漂亮成绩单：2017
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1亿元、财政总收入3.2
亿元、国税收入1.5亿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96%、
91%、95%；连续五年税收入库、工业用电量增幅名
列全县前茅，连续五年在全县目标综合考核中获
奖，2016年夺得一等奖；先后成为全国重点中心镇、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国家卫生镇、省文

明镇。为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和工作基础。
“2012年以来，氾水镇坚持以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为抓手，全力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县前列。2018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改革攻坚增
优势，奋发有为提质效，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
阔步前进，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加快
‘两聚一高’新实践，种好氾水幸福树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展望未来，宝应县委常委、氾水镇党委书记
周正威信心满满。

一段时期, 由于受产业转型不
快等因素影响， 氾水镇经济社会发
展相对滞后。“面对发展困局， 氾水
镇新领导班子从解放思想、 转变观
念入手， 着力提振干部群众 ‘精气
神’， 为镇域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跨
越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镇
长杨猛点出氾水镇奋勇争先的 “内
生力”。

在解放思想中转变发展理念。
一方面，在全镇上下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活动，通过大讨论进一步转

变发展观念、凝聚思想共识，以思想
解放推进工作创新， 以思路创新破
解发展难题。另一方面，每年组织开
展“解放思想行”活动，组织镇村干
部到浙江、 苏南及周边等先进发达
地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使大家不
仅看到发展上的差距， 更找到思想
上的不足， 引导各级干部破除因循
守旧、怕担风险、不思进取的落后思
想，树立敢闯敢试、迎难而上、奋勇
争先的发展理念。

在解放思想中抢抓发展机遇。

面对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 氾水人
以敏锐的嗅觉、创新的思路、执着的
劲头，紧紧抓住一个又一个机遇，实
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 : 抢抓土地
“闸门” 拉紧前规划调整的机遇，实
现工业园区扩容升级；抢抓省、市建
设大交通的机遇， 建成氾水运河大
桥、 运河路、 通湖路等一批骨干道
路； 抢抓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的机
遇，大力推进集镇基础设施建设。特
别是在一无产业基础、 二无资源优
势的情况下， 该镇紧紧抓住宝应县
申报国家级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的机遇，通过以企引企、委托招商等
多种方式，“无中生有” 打造出光伏
制造产业，汇聚了晶科天晟、续笙新
能源、亿航太阳能电池、京东方、中
航宝胜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和行业
龙头企业。

在解放思想中提升发展标杆。
“县内争第一、市内争一流”，氾水人
自我加压， 坚持以高目标引领快发
展。在工业强镇上，紧紧围绕项目建
设核心，加快企业培育、产业集聚，
致力打造“百亿氾水”；在集镇建设
上，以国家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
家园林镇“三镇同创”为抓手，着力
打造宝应县城副中心、 南部区域中
心， 加快建设 “运河古镇、 亲水小
城”；在农业发展上，立足生态优势、
资源禀赋，努力建设生态农业、有机
农业、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区。

“三化”齐步走，再造富民“金■水”

党建“正能量”，“走心”激活“新动能”
氾水镇在抓发展的同时， 一刻

没有放松党的建设， 坚持以党建引
领发展，扎实推进思想建设、作风建
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为经济社会加
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营造浓厚的发展氛围。 利用电
视、宣传栏、标语及各类媒体，大张
旗鼓宣传全镇上下齐心协力建设项
目、破解发展难题、服务企业群众的
生动实践， 夯实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思想基础；通过每年开展“水韵氾
水·众享节”、“全民健身运动会”等
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 不断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激发热爱家
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持续开展“我
们的榜样”、“最美氾水人”、“最美家
庭”评选，选树了李树干、周必胜、杨
爱成等一批爱岗敬业、 创新创业典
型， 在全社会营造了争先创优的浓
厚氛围。

倡导优良的工作作风。“担当、
实干、简朴、简洁”是氾水干部作风
的真实写照， 坚持一切从氾水实际
出发，务实谋划发展目标和路径，并
把目标任务细化到每一年， 一个接
着一个干，一步一步往前推。氾水把
抓作风与树新风结合起来，按照“三
个区分开来”要求，旗帜鲜明为那些
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
部鼓劲撑腰，破除干部怕失误、怕出
错、怕担当的思想和不作为、慢作为
的现象。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写短
文，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落实

上，多跑村头田头，多到企业和项目
现场，提高工作的到位度和落实率。

打造过硬的干部队伍。 事业兴
衰，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氾水坚
持“看公认、看实绩、看实干”的用人
导向，注重在日常工作中考察干部，
着力抓好对干部“德”的考察，对埋
头苦干、 工作有实绩的同志给予重
用，近年来，两名基层支部书记选拔
进入镇领导班子。 着力提升镇村干
部工作能力和水平， 组织30多名镇
村干部轮岗交流， 选派10余名优秀
干部到任务重、 困难多和矛盾集中

的一线岗位锻炼。 加大年轻干部选
拔培养力度，建立100多人的年轻干
部后备人才库， 在村级领导班子中
全部配齐35岁以下年轻干部。 坚持
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
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为各层面
干部创造了“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又不出事”的良好外部环境。

走过再长的路， 走到再远的未
来，“人民幸福” 都永远是氾水镇人
的关键词。我们相信，氾水必将把充
满民生温度的 “新金氾水故事”，刻
进新的年轮。

提振“精气神”，以造福人民为“大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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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 氾水镇以工业化、 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为重
点，加快强镇富民步伐，走出了一条具
有自身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以工业集群化为龙头

全力打造“工业强镇”
氾水始终把项目建设放在 “头版

头条”， 以项目建设推动企业发展、产
业集聚 ，着力加快 “工业强镇 ”步伐 。
2012年全镇实现工业开票销售23.8亿
元，2017年达53亿元，5年增加一倍以
上。一是主攻重大项目。依托现有企业
和企业家等资源，通过以企引企、合资
合作、委托招商等多种方式，加大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5年来共招引环
迅电子、三宝药业、京东方、宝胜建设、
海沃银宝等近10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和一批5000万元项目， 并连续多年在
10亿元项目上实现突破， 成功引进了
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续笙新能源、亿
航太阳能电池、晶科天晟等项目。二是
培强重点企业。 坚持把企业培育作为
推进“工业强镇”的基础工程来抓，制
定培育计划，强化政策激励，力促企业
做大做强。2017年，全镇规模企业总量
达33家，其中亿元企业7家，龙头企业

骏升科技开票已突破20亿元， 宝胜建
设、续笙新能源开票过5亿元，天晟光
电、环迅电子、银宝专用车、亚洛科技
等一批企业开票跨过亿元大关， 形成
了亿元企业的有序梯队， 涌现了智能
遥控器和光伏制造等多家行业龙头企
业。三是加快产业转型。一方面，围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停并转、破产重
组18家纺织、服装、建材类企业，释放
出土地、劳动力、电力、融资额度等要
素资源， 为三宝药业等一批优质项目
落户腾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龙
头企业， 引进和带动一批关联配套项
目集聚， 逐步形成了以骏升科技为核
心、20多家企业配套的电子电工产业；
以晶科天晟、续笙新能源为核心，从硅
料铸锭 、切片到电池片 、组件 、EPC及
运维的整条光伏制造产业链。

以城镇特色化为平台

倾力扮靓“亲水小城”
这几年， 氾水千方百计集聚各类

资源要素，着力加快集镇建设，一座基
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人居环境
优美的“亲水小城”展现雏形。一是坚
持科学规划。围绕“县城副中心”目标
定位， 开展集镇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

和控制性详规编制， 确定了12平方公
里、8万人口的集镇发展规模。经过5年
的连续投入、 不断建设， 集镇已形成
“四纵四横”的主体格局，建成区面积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5万人，城镇化率
达50%。二是彰显古镇特色。加大水环
境整治力度，建设沿河风光带；加快生
态廊道和以人民公园为主体的公园体
系建设，打造1200亩永久性生态林地；
保护性开发老镇区，重建古迹，复古老
街 ，“水韵氾水 ”“绿韵氾水 ”“古韵氾
水”展露初容，集镇居民健身、休闲有
了新去处。三是加快功能完善。5年来，
集镇建设累计投入达10亿元， 建成了
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消防站等一
批基础设施，开发了紫金苑、润荷华美
达等10多个现代商住小区 ， 打造了
7000平方米生活广场， 扩大了核心商
圈规模，高标准建设镇文体中心、区域
医疗中心、 公立中心幼儿园等文化卫
生教育设施， 集镇服务和集聚功能明
显增强。四是提升管理水平。整合派出
所、交警中队、环卫所、城管中队力量，
成立集镇综合管理办公室， 完善志愿
者服务队伍、 业主委员会等自我管理
机制，推进环卫、路灯管理模式改革，
不断提高集镇专业化管理水平， 让集
镇居民不出氾水就能享受城镇化的品
质生活。

以农业现代化为引领

美丽乡村“破茧成蝶”
坚持以工业化思路谋划农业、项

目化方式发展农业、 基地化模式壮大
农业， 先后建成有机农业2万多亩、高
效设施农业1万多亩，引进农业亿元项
目3个、农业公司7家，组建家庭农场72
个， 湖西岛有机米创成国家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 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建立“五位一体”管护机制，以植
树造林推进农村绿化，建成2个绿化整
体推进村、1个省级绿化示范村， 全面
开通镇村公交， 实现村级健身休闲广
场全覆盖， 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
善。围绕农民增收，氾水通过多种方式
引导群众就地就业、自主创业，努力让
进镇农民在集镇、园区得到就业岗位、
登上创业舞台， 仅镇工业园区就吸纳
就业万余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实现5
年倍增，达到2.7万元。此外，通过土地
流转、资产资源公开发包、全民创业等
方式， 全镇村居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
达40万元以上。

赵维荣 朱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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