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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打造中国毛绒玩具第一小镇
坚持产业、文化和旅游三要素融合，推动玩具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姻———

维开萱 钱伟

毛绒玩具历来是

邗江的传统产业和文

化名牌 , 更是维扬经
济开发区重点打造的

特色产业和文化阵

地。 如何让老产业迸
发新活力， 争创文化
产业发展新高地 ？日
前， 毛绒玩具特色小
镇开幕式成功举行 ，
维扬开发区以小镇建

设推动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

全方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全区安委会例会召开，钱峰要求———

本报讯 （仁贵 钱伟 ） 5月23
日， 全区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例会。
区长钱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发展是第一要务， 安全是永恒主题。
全区上下要严之又严、 实之又实、细
之又细， 提高临战意识和责任意识，
全方位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省
运会召开和邗江持续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王根云
参加会议，副区长陈建主持会议。

在听取区安委办通报今年以来
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各职能部门
关于专项整治情况的汇报后，钱峰指
出，安全生产是生命工程，必须一刻
不松、警钟长鸣。从上级要求看，安全
生产工作重要性被摆在了前所未有
的新高度；从时间节点看，两大盛会

将在扬举办，要打起精神、迅速行动，
以高要求、严标准、快速度抓落实；从
民生需求看， 要始终高度负责地抓、
坚持不懈地抓安全。

钱峰强调， 安全生产是系统工
程，必须一着不让、科学施策。要预防
在先，深入推进隐患治理，要重点重
抓，持续加强关键领域监管，要严格
严厉，着力提升执法整改水平。安全
生产是责任工程， 必须一抓到底、压
紧压实，要强化责任落实，真正把安
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中、落到实
处。要强化行业监管，真正做到“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 ” “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要强化督查考核，确保安全生产
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项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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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利新 仁贵 钱伟） 5
月23日下午，区长钱峰主持召开全区
“263” 部分专项工作协调推进会，会
商会办相关问题。 区领导王庆伟、叶
华生、徐安朝、贺宝兰、何晓华参加会
议。

会上，区环保局通报了中央和省
环保督察、省市媒体曝光以及信访交
办案件整改总体情况、 未到位问题、
建议解决方案。区发改委、区经信委、
区农委等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减煤、
减化、治理邵伯湖水环境、黑臭水体、
畜禽养殖污染等专项工作进展情况。
区大气办（环保局）通报了全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存在难点和
问题、建议解决方案。

在听取相关单位汇报后，钱峰指
出，全区上下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认
识要提高到新高度，中央、省市对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邗江要全
力以赴抓好贯彻落实。各方面要从新
的高度、新的要求、新的标准，高度认
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必要
性与紧迫性。

钱峰要求，各乡镇、园区、部门要
重视各类交办问题，坚决整改落实。
无论是投诉、举报，还是媒体曝光的
问题都要排查原因、制定方案，及时
整治、确保效果。要狠抓治水、治气，
努力改善邗江生态环境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 对畜禽养殖治理、“退渔还
湖 ”、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要加大力
度 、科学施策 、长效管理 。要加快今
年黑臭水体整治项目推进速度 ，对
已整治河道要拾遗补漏。 坚持源头
管控与有效降尘措施 “双管齐下”，
重点抓好工地扬尘、 渣土运输产生
的扬尘整治，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
行动举措， 打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攻坚战。

壮大微电子产业 助推工业转型升级
区政协召开十届六次常委会

本报讯 （吕凯 钱伟） 5月
21日上午，区政协召开十届六次
常委会，专题协商了“壮大微电
子产业， 助推邗江工业转型升
级”发展情况。区政协主席陈佳
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王庆伟应邀出席会
议，区政协副主席羊汉江、沈少
林、何晓华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全
区微电子产业发展情况的通报。
协商发言中， 区政协调研组、区
政协委员唐莉莉、沙呈呈从不同
角度对发展壮大微电子产业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会议还听取了
《进一步加强镇（街道、园区）政
协工作的意见》《区政协关于创

建基层委员工作室的实施办法》
和2018年度重点提案的说明。

集中会议后， 区政协常委会
进行了分组讨论， 主要就微电子
产业发展，相关工作意见、实施办
法， 和2018年度重点提案进行了
分组讨论，并充分发表意见，通过
相关事项。

在听取各组讨论情况汇报
后，陈佳宏指出，发展壮大微电
子产业，要站高立远、乘势而上。
当前，加快发展以芯片为核心的
集成电路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而邗江区发展微电子产业起
步早，已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和
企业优势，加上市区两级共同发
展壮大邗江微电子产业的合力

已逐渐形成。陈佳宏建议，发展
壮大微电子产业，要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 加快关键技术有效突
破；要坚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
完善主导产业链条；要坚持开放
共赢发展，加快产业资本有效协
作；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加快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王庆伟表示，区政协关于微
电子产业调研报告内容详细，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值得采纳。邗江
要发展好微电子产业，必须要立
足现有基础， 理清发展的方向；
要坚持问题导向， 统抓工作推
进， 通过一系列科学有序的措
施， 进一步壮大微电子产业，打
造邗江产业新高地。

邗江发放214万元
医疗救助金

本报讯 （李妍 詹叶青） 近期，邗江区2017年度医疗救
助金开始发放，此次共对185名低保边缘家庭、因病支出型
贫困家庭进行了专项医疗救助， 共发放医疗救助金214万
元。

为让患重大疾病的困难家庭尽快领到医疗救助金，邗
江区救灾救济科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对医疗救助申报材料
进行集中式、封闭式的后台审核受理，加快工作进度、缩短
办理周期6个月，以最快的速度将医疗救助款打到申请人银
行卡上， 免去了他们往年长期等待和奔波街道领取现金的
麻烦。

据了解，邗江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以来，基本解决了低
收入家庭“有病不敢看，看病付不起”的“支出性”贫困问题，
对因患重特大疾病致贫家庭开展医疗救助，对城乡低保、五
保等困难对象取消救助起付线和病种限制， 对其符合医保
补偿规定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按照70%的比例进行救助，
有效缓解农村贫困家庭就医难和因病致贫的问题。

在维扬开发区五亭龙玩具城，
历时多月精心打造的毛绒玩具特色
小镇客厅首期展区率先亮相， 这里
有产品品牌展示、产业规划展示，还
有全息影像、 智能导视和环幕影视
等高科技设备，可谓“高大上”。

据悉，特色小镇公共服务平台
将建成毛绒玩具博物馆、大数据平
台、专利保护平台、检验检测中心、
DIY体验区等， 从全方位展示到互
动娱乐，从大数据实时监测分析到
电商贸易产销结合一应俱全。

“目前一期1000多平米展示大
厅已经落成，整个平台占地近1万
平米， 将吸引更多知名企业加盟
入驻。”维扬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 ，中国网库 、北京久毅动
漫公司、 创意宝等多家知名企业
已明确加盟公共平台 ， 市商检局
检测中心也将落户该平台 ， 阿里
巴巴、跨境电商、动漫设计等意向

项目正在洽谈中。 众多知名企业
加盟入驻 ,将促进玩具产业自主研
发和科技创新， 集聚玩具产业优
秀的产品创意和前沿时尚的设计
思路， 引领毛绒玩具产业从规模
优势向品牌优势跨步发展 。 小镇
公共服务平台今年年底前将全部
完工 ,整体的小镇建设大概要花三
到五年时间。

去年起，邗江以五亭龙玩具城
为中心 , 规划建设1平方公里核心
区、 总占地3平方公里的毛绒玩具
特色小镇，并量身绘制了“一核一
轴一带”的小镇规划蓝图，随后维
扬开发区启动了特色小镇公共平

台建设，扬子江北路两侧的建筑外
立面改造提升项目，全面排查和集
中整改五亭龙玩具城及丰源辅料
市场等火灾隐患较大的区域。

小镇的颜值越来越高, 配套扶
持政策也不断跟上。邗江重建扬州

市毛绒玩具行业协会, 加快研究制
定毛绒玩具产业的配套扶持政策，
从玩具企业最关注的金融服务、专
利保护、技术创新、人才服务等领
域进行全方位扶持与奖励，同时探
索建立相关产业基金。

有影响力、有特色 、有新意的
活动，才能给毛绒玩具特色小镇带
来人气商气。 上述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将举办“阿里巴巴贸易产
销会”， 在阿里巴巴集团和扬州毛
绒玩具厂家之间架构贸易沟通的
平台，带动我市毛绒玩具产业创新
发展。同时，他们还将举办首届中
国动漫游戏竞技大赛、毛绒玩具主
题亲子活动等, 进一步扩大扬州毛
绒玩具产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
文化影响力。

如何争创文化产业发展新高
地， 打造中国毛绒玩具第一小镇？
维扬开发区紧紧抓住文化这一内
核，坚持走“产业、文化和旅游”三
要素的融合之路，推动玩具产业与
文化产业相结合。

对于产业规划，维扬开发区有
清晰的展望。 上述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将向智能化、动漫化、系列
化方向发展，补足产业链薄弱环节,
促进产业链全面升级，加强对玩具
产业知识产权的保护。立足毛绒玩

具，走创新创意发展道路，大力发
展动漫毛绒玩具、 益智毛绒玩具、
智能毛绒玩具和声光电一体化毛
绒玩具。利用“中国毛绒玩具礼品
之都”平台和品牌效应，坚持走产
业成品化、企业专业化、产品多元
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之路，由规
模优势向质量品牌优势转变。

“未来小镇将从‘生产’向‘智

造’、从‘分散’向‘集聚’、从‘园区’
向‘景区’转变，形成更智能的毛绒
玩具产业全产业链，提供更完善的
产业服务，打造品质更高的文旅创
意特色小镇。” 维扬开发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不断吸引文化产业优
质项目落地，提升区域特色文化产
业品牌竞争力，打造中国毛绒玩具
第一小镇。

特色小镇公共服务平台掀开面纱

产业专项扶持政策正加快出台

文旅创意特色小镇凸显丰富内涵

毛绒玩具小镇客

厅首期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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