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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致富已成为全村的共识”，村党总支书

记纪静芳透露，前两年村里回绝了两个化工厂落

户，而事实上，潘冲村起草的“乡规民约”已经把

“决不引进污染项目”写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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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记者 陈志奎

人口 313万、面积 3843平方公

里的镇江，是江苏省 13个辖市中人

口最少、面积最小的一个地级市。小

块头也有大智慧，镇江人将目光瞄准

依山傍水的自然禀赋，将山水资源发

挥到极致，全力打造“长江最美城市

港湾，江南最美城市名片”，力创生态

文明的“最佳名片”。

今年 5 月，镇江荣膺国家生态

市，但捧着金字招牌的镇江并没有停

下脚步，责令关停与推动转型同步，

生态“细胞”日益被激活，省内率先创

成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建成生态文

明建设试点市成为镇江剑指的又一

目标。

绿色发展
城市不求大但求特

漫步北水之滨金山湖，眼前是烟

波浩渺的湖面，栈桥在湖边蜿蜒伸

展。芳草萋萋，树影婆娑。走进南山

西入口，各式各样的乔灌木、景观树，

形态各异的南山石头让人目不暇

接。而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几乎

每天都能看到，一辆接一辆载着周边

城市游客的大巴车开进景区停车场。

旅游魅力背后，是镇江绿色发展

的诉求。长江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

山林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市山林，大

江风貌”是镇江城市最好的代名词；

“水在城中，出门见山”更是镇江百姓

的憧憬。

为了达成这一愿景，镇江确定了

城市发展“不求大，但求特”的原则，

不与别人比城市规模，重在营造城市

个性特色，达到“显山、露水、透绿、现

蓝”的目的。

为此镇江启动了南山北水建

设，北部滨水区搬迁企业，退渔还

湖，南山拆除大批违章建筑。经过数

年锲而不舍的建设整治，如今每天早

晚，南山北水总能看见大批镇江市民

休闲运动的身影。

多年前，“靠山不见山”、“临水难

亲水”，曾是镇江人对自己城市的尴

尬印象。市民李先生表示，“北部滨

水区建成后，‘一水’串‘三山’。无论

是金山、北固山，还是江中浮玉焦山，

现在走在江边栈桥上看上去，仿佛都

是镶嵌在金山湖边的小小盆景。滨

水区整治后，镇江正在重现昔日的大

江风情。”

刮骨疗伤
有阵痛更有转型

背负着历史包袱，镇江绿色发展

之路并非一马平川。市生态办副主

任姚继承表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镇江以化工、制药、造纸等高污染、高

能耗为主的产业模式发展地方经

济。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镇江以刮

骨疗伤的勇气把矛头对准污染企业。

高资化工园区十多家企业年销售

110亿元，税收2.2亿元。环保风暴刮

到园区后，市政府祭出力度最强的一

记环保组合拳，半数以上企业关停：有

的被要求加快技改、加强治理、严格监

管，有的被责令调整经营范围、严格环

保措施、限制发展，有的因技术含量

低、环境安全隐患多，被直接关闭。

阵痛之后，也迎来转型的契机，该

园区埋头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园。如今

园区以工业循环经济蜚声省内外，循

环经济已经形成产业链。在该开发区

内镇江宏顺热电有限公司，记者看到，

通过对锅炉改造，这家企业消化吸收

该园区内中化焦化公司多余焦炉煤

气，同时，向对方供应蒸汽，并将汽轮

机凝汽器排水用于焦化公司生产冷却

用水。这样做不仅不浪费资源，而且

实现废气、废水零排放。目前，园区的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已被江苏省推

荐进入国家级备选园区。

自 2012年第三轮化工整治开展

以来，镇江大力关停、搬迁化工生产

企业，大幅度提高化工项目准入门

槛。一批化工企业关停并转，改变了

以往小化工企业遍地开花的局面。

截至去年底，镇江关闭化工企业累计

达到290家，相当于整治前全市企业

总数的 60%。今年还将继续关闭 57
家以上化工企业。三轮化工整治，极

大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化工产业

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城乡统筹
激活生态“细胞”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

是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中的两极。农

村地区尽管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但在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上欠账太多，

导致村庄环境脏乱差情况较为严

重。财力并不宽裕的镇江近年来在

弥补农村环保欠账上加紧发力，不仅

所有乡镇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实现了

全覆盖，而且在垃圾处理上形成了组

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四级

垃圾处理机制。

多年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

业发展模式不见了，工业企业被赶到

了园区里。许多村庄直接对化工企

业说起了不。几年前还是垃圾成堆，

污水横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句容

市茅山风景区管委会潘冲村，现如今

池塘清澈，民居整洁，花果飘香，游客

接踵而至。村民们在共建美丽家园

后开始共享生态红利。

“生态致富已成为全村的共识”，

村党总支书记纪静芳透露，前两年村

里回绝了两个化工厂落户，而事实

上，潘冲村起草的“乡规民约”已经把

“决不引进污染项目”写进去了。现

在村里引进了长龙山生态观光园、翡

翠山庄观光农业生态园、茅迪生态养

生园，与高校合作开发的“产学研究

区”等几大旅游项目，都是遵循的生

态和谐理念。如今，来潘冲村的游客

除了体验传统的农家乐外，还能享受

高标准的度假休闲服务。

正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

镇江对有生态“细胞”之称的乡村开

始了极具变革意义的形塑和激活。

去年分三阶段完成了全市 6955
个自然村村庄环境整治后，今年镇江

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再接再厉提出开

展“美丽镇村”建设，每个县都要选择

一个中心镇，每个镇（涉农街道、开发

区）都要选择一个村（在规划布点村

中选择），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建

成一批“美丽宜居小镇”和“美丽宜居

村庄”。 《京江晚报》供本报专稿

镇江：倾力打造生态宜居城
城乡统筹激活生态“细胞”

浙企因技贸壁垒
损失逾37亿美元

随着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赛，江苏省海门市的球类加工企业也进入了生产旺季，纷纷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世界杯
礼品球。据了解，当地已有上百万个各种款式的礼品球出口到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图为一名体育用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展示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生产的礼品球。 □新华社发

世界杯礼品球“中国造”

记者从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获悉，2013年浙江 32.29%的出

口企业不同程度受到国外技术性

贸易措施的影响，推算全年出口

贸易直接损失达到 37.21亿美元，

较 2012 年的 36.08 亿美元上升

1.13 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

1.5%。

今年 3-5月，浙江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从辖区企业中按照机电

仪器、化矿金属、纺织鞋帽等七

大行业分类，选取 672家企业开

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出口影

响的调查。

“浙江企业为应对进口国技术

要求而新增成本达到 18.9 亿美

元。”浙江检验检疫局风险管理处

副处长朱宏介绍，从影响力上

看，技贸措施对浙江出口企业造

成的影响在所有外部因素中位列

第二，仅次于汇率，排在关税之

前。

从区域来看，欧盟、美国和

东盟成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重发

地。这三大市场对浙江出口企业

的影响分别占直接损失总额的

42.4%、36.22%和 7.56%。其中东

盟地区增速最快，损失所占比例

由去年的0.93%上升至7.56%。

朱宏分析，东盟技术贸易

壁 垒 损 失 涨 幅 大 增 有 两 个 原

因，一是浙江和东盟间的贸易

总量涨幅最快，2013 年浙江省

对东盟出口 201.3 亿美元，增长

18.7% ，和欧盟、美国位列前

三。二是东盟国家的技术贸易

壁垒措施增加，例如对玩具、

水果等技术认证的要求对浙江

出口贸易影响较大。

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排名前三

位分别是：机电仪品行业损失达

到 18.34 亿美元，占总损失的一

半，玩具家具行业从排名第六位

上升到第二位，纺织鞋帽行业损

失排名第三。

丧失订单是国外技术贸易

措施对出口企业造成损失的最

主要形式，占到三成以上。其

次是降级处理和退回货物。“丧

失订单对企业造成的打击最彻

底，所占比例也最高。”朱宏认

为，企业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负

责 人 ， 为 避 免 技 贸 壁 垒 的 损

失 ， 企 业 首 先 要 自 身 质 量 过

硬，认真研究出口目标国的相

关 法 规 ， 其 次 还 应 从 检 验 检

疫、质监等相关部门寻求帮助。

据新华社

替市民搭建理财平台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

杭州成立首个民间融资创试点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杭

州进行了新的尝试。近日，作为杭

州首个民间融资创新管理试点的主

要内容，拱墅区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两个机构正式

成立。

从功能来看，民间融资服务中

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能实现民间

闲散资金与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

匹配：民间融资服务中心作为资金

供需的登记中心，自然人和企业法

人在手中有富余资金时，可以到服

务中心登记备案，等待撮合机会；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运作更为市场化

和专业化，通过一定渠道募集民间

的小额资金，并将资金用于本地中

小企业发展，缓解本地这些企业融

资难的问题。

目前，拱墅区民间融资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由

天马集团主发起，中新力合主运

营。其他股东还包括浙江建华集

团、浙江康桥汽车工贸集团、杭州利

尔达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除了为

民间资金需求信息登记与发布，组

织民间资金供需双方的对接、借贷

活动，还提供优质理财产品推介、资

产评估、借贷风险担保、借贷合同记

录备案、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同

一天，由同一批股东合资组建的杭

州天马力合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成

立，该公司将联合前述两家机构成

立私募基金类产品，投向拱墅区内

优质中小企业。

根据拱墅区政府今年 3月份下

发的《拱墅区民间融资管理创新试

点实施方案》，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严

禁公开募集资金，将采取定向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的特定对象募集资

金；严格控制投资者人数和资金来

源，每次募集资金的投资者不得超

过 200人。而资金供给方要求为自

有资金，自然人最低额度不得少于

30万元，法人最低额度不得少于 100
万元。

为确保民间资金管理安全有

效，防范风险，《实施方案》还要求民

间融资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

司及其主发起人对项目承担两级信

用连带责任。第一级是，委托合格

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根据不同风险

等级的产品对资金提供方承担不同

程度的担保责任，当发生逾期还款

时，根据合同约定向资金供给方先

行偿还本金和应得利息，并依法向

资金需求方追偿债务；第二级，主发

起人和主运营人对民间融资服务中

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债务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据《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