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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湾已不仅是南通的通州湾， 更是
苏通合作的通州湾。”南通市委常委、通州湾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陆卫东在 4 月底举行的
通州湾新出海口（苏州）跨江融合发展恳谈
会上说，作为南通乃至长三角区域要素最充
足、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通州湾能够成为
苏州产业梯度转移、 增量发展的承接地，而
随着多条跨江通道和高铁等建成，通州湾将
完全处于苏州核心区一小时辐射范围内。

事实上，因海而建、因海而兴的通州湾，

辐射范围岂止于苏通两地，而是要放在更大
的区域层面去考虑。通州湾是江苏沿海难得
的可建深水良港的港址，有望弥补该省江强
海弱、核心港口缺失的短板。“通州湾”首次
亮相， 是在 2011年的南通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报告中。2015年， 国家发改委复函江苏省
人民政府，同意设立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
范区。2018年 11月，国家领导人到南通视察
时明确要求，把通州湾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
的战略支点。去年底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划建设南
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 江苏
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把通州湾港
区作为全省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战略的重要开放平台。

今年 4 月初，《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 江苏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明
确提出规划建设南通通州湾长江集装箱运
输新出海口。正如去年 5月 30日，江苏省主
要领导在日本东京“以水为媒”推介江苏时，

特别提到的对于南通的期望，南通是江苏未
来的新增长极，这里正在打造江苏新的出海
口。这个新的出海口就是位于长三角北翼的
通州湾，将成为江苏真正意义上的“龙头”港
口， 进而整合完善江海河联运集疏运体系，

加强跨江联动发展，努力成为长三角世界级
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落实国家战略、江苏期待，今年初，南通
整合散布在南通 206 公里海岸线上的洋口
港、通州湾、海门港和吕四港，组建“大通州
湾”，以“湾区经济”思维推动国家战略在南
通落地实施， 奋力打造南通未来发展新引
擎。由此，“大通州湾”成为南通争当江苏沿
海崛起龙头、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撬
动性工程。

根据最新规划，南通将加快推进港航资
源整合， 健全通州湾港区一体化发展机制，

促进沿海港区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招
商、统一管理。今后，南通将优化各作业区规

划布局，南通沿海将布局形成以通州湾、海门
港为核心，洋口港、吕四港、三夹沙作业区为骨
干的总体格局，实现集中布置、连片开发，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通州湾港区在全国沿海港口布
局中的地位。

为肩负起国家战略赋予的使命， 通州湾还
着力构建完善的集疏运体系， 海启高速已正式
通车，平海公路快速化改造正全面推进，通州湾
海港至沿江通海港区铁路专用线一期已开工建
设，洋吕铁路、新江海河-东灶新河航道前期工
作有序推进，着力打造“江海河、公铁水”集疏运
体系，形成“海进江、江出海”双向集散优势。

提及通州湾的最大优势，通州湾示范区管
委会副主任徐宏华自豪地表示：“通州湾拥有
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具有
江苏沿海不可多得的深水岸线、深水航道和开
发腹地资源， 是建设江苏新出海口的重要载
体， 是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的重要平台，

具有‘服务长三角、联动长江北、连通中西部’

的重要功能。”

按照发展目标，至 2022年，实现通州湾港
区开港运营；至 2025年，成为长江集装箱运输
的新出海口。现在，南通站在多重国家战略叠
加的“新风口”和冲刺“万亿俱乐部”最后一道
关口，“大通州湾”弄潮扬帆正当其时……

举全市之力把通州湾新出海口打造成未来发展新引擎

南通向“海”而兴 冲刺“万亿之城”

继苏州、南京、无锡之后，谁有望成为江苏第四个进入“万亿俱乐部”的

城市？ 答案无疑是南通。2019年， 南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发展成绩单：2019

年南通地区生产总值为 9383.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2%?年度

省级重大项目数全省第二?净增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 50％。因此，南通已

将 2020年锁定为 “经济总量迈上万亿元新台阶的突破之年”。1月 3日举行

的南通市委全会明确目标，确保今年进入“万亿俱乐部”。届时，南通将成为

苏州、南京、无锡 3个苏南城市之后，江苏第四个“万亿之城”。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虽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项工作造成不小

压力，但南通干部看到的是，疫情影响的只是经济发展节奏，而不是趋势。因

此，南通在坚决防控疫情的同时，2020年的南通依然正奋力冲刺“万亿俱乐

部”，并将今年确定为“大项目突破之年”，以通州湾为主阵地的重大项目建

设，撑起了南通产业转型升级的脊梁。南通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和市人代会

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把 2020年作为大项目突破年，加快突破一批事关南

通发展全局的大项目，树立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徐惠民强调：

“没有大项目，就没有大企业?没有大企业，就很难形成产业链、产业集群，在新

一轮经济地理重塑中就会被边缘化，可以说没有大项目就会错失未来。”为此，

南通坚持围绕大项目突破年活动，在项目建设主战场上分高下、论英雄、扛红

旗，聚焦重特大项目比规模、比质量、比进度，全力挺进全省第一方阵，走在高

质量发展前列。数据显示，今年南通共有省、市重大项目 113个，总投资 622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49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4月，在江苏全省 2019年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

会上，南通被表彰为设区市综合考核第一等次。作为江苏唯一滨江临海城市，

南通站在了国家战略重叠的“新风口”，并正以通州湾作为南通优江拓海、江海

联动发展的前沿阵地和动力引擎。眼下，南通正举全市之力把通州湾新出海口

打造成南通未来发展新引擎， 全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以实干争当

“一个龙头、三个先锋”。

1月 18 日，正值江苏省“两会”召开之
际，海门市政府和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
南京签署商务协议，这标志着中天绿色精品
钢（通州湾海门港片区）示范工程项目正式
迈入落地建设的新阶段，未来将建成通州湾
新出海口的龙头项目和标杆项目，通州湾开
发迈出重要一步。

实际上，过去一年，南通还有不少突破。

去年，南通完成省、市级重大项目投资 1100

亿元， 全市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172

个，包括 10亿元以上大项目 139个、同比增
加 39个， 在手的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更是
超过 20 个，桐昆聚酯一体化、正威新材料、

招商局豪华邮轮、恒科纺织三期、华峰新材
料、恒大新能源汽车等一批项目集群开工或
签约。“国家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下，南通迎来
百年未有的新机遇，近两年，百亿级、千亿级
项目接踵而至， 它们将成为南通跻身 GDP

万亿级城市的‘压舱石’。”

“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提
升先进制造业集聚度和竞争力， 为做大总
量、提高质量培植后劲。”当前，南通正朝着
“GDP万亿俱乐部”迈进，但大企业少、后劲
不足、 支撑乏力等难题依然困扰着南通发
展。百亿级乃至千亿级企业，是大城市经济
的重要支撑、实力的重要标志，而没有大项
目，就没有大企业，在新一轮经济地理重塑
中就会被边缘化。因此南通全市上下正掀起
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热潮，以大项目招引、

建设、突破为筑牢南通未来发展的“定海神
针”， 让南通能够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制高
点、把握主动权。

如今走进重大项目的复工现场，塔吊林
立、桩机隆隆，人们正奋力把因新冠肺炎疫
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其中，总投资 450

亿元的金光集团高档生活用纸如东基地项
目已全面复工， 第一条生产线将计划今年
年底投产； 位于通州湾三夹沙投资过百亿
的长风海洋工程装备项目一期工程也已经
全面复工，并计划今年竣工投产；位于海门
港新区的中天绿色精品钢项目已排定项目
前期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 项目现场几十
台挖机正在施工作业， 吹填土工程也已全
面展开， 一期总投资约 500 亿元， 占地
11000 亩，今年 8 月底前全面开工，预计明
年年底建成并投产。

“没有大项目就没有未来。”海安市市长
于立忠对这句话感受深刻。近年来，海安市
项目招引和转化取得不俗成绩， 在 2019年
年终项目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实际上海安缺

江少海，区位优势并不突出。但海安不等不
靠，把枢纽优势转化为物流优势、产业优势，

全面融入苏南，对接上海，强化重特大项目
的招引。于立忠介绍，海安计划今年新开工
10亿元以上项目 32个， 其中 20 亿元以上
12个，50亿元以上 4个，争取 2个百亿元以
上项目开工。

今年，南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以实
施重大项目为抓手，构建具有集群竞争优势
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项目对于地方经济发
展至关重要，各地在大项目拼抢上已趋于白
热化。”南通市商务局局长李玲说，与一般项
目不同，大项目推进有其内在规律和特殊要
求，南通在大项目“抢夺战”中形成了一套自

己的 “策略”。“研究重点企业， 了解跨国公
司、世界 500强在做什么、想什么，摸清他们
的投资战略，重大项目信息往往来源于此。”

李玲介绍，今年，南通将把苏南、上海等地作
为招商引资重中之重。

南通正跳出苏中找对手，对标苏南争先
进，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加速冲刺“万亿俱乐
部”。对此，南通市发改委主任尹建勇表示，

南通将在产业链上尽快与苏南融为一体，坚
持 20亿、50亿、100亿以上标准， 加快引进
“头部”企业，行业“领头羊”等投资规模大、

市场占有率高、 辐射带动强的大项目好项
目，打造地标性产业集群。着眼于产业转型
升级，大力引进一批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

强的高精尖项目，打响新一代信息技术、船舶
海工等“南通智造”品牌。

当前的南通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迎来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叠加的 “新风
口”，迫切需要抢抓机遇窗口期，做大总量，提
升质量。为此，南通制定实施重特大高端制造
业项目奖励办法，激励各板块奋力拼抢 20亿、

50亿、100亿项目， 并建立南通产业投资母基
金和 5支区域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基金，总规模
达 160亿元。徐惠民表示，目前，南通市四套班
子领导挂钩联系的 31个重大产业项目计划总
投资超 3000亿元， 全市在手在谈及签约注册
的 2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超过 150个， 其中百
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达到 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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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一词，用来形容通
州湾再恰当不过。原先默默无闻的
通州湾，经过 8年的滚动建设和发
展，一座座整齐的现代厂房拔地而
起，一处处繁忙有序的施工现场热
火朝天，项目建设让这里到处都生
机勃勃，也让这里成为南通未来发
展新引擎。

现在，通州湾瞄准百亿级乃至
千亿级的项目集中发力，重特大项
目招引建设取得了新突破，正成为
客商投资和产业转移转型的首选
之地。目前，中天钢铁、华峰超纤、

恒力新材料产业园、金光高档生活
用纸产业基地、 桐昆聚酯一体化、

通州湾煤电超临界机组、 如东风
电、吕四风电等百亿级重特大产业
项目已经落户通州湾，千亿级的临
港绿色高端产业基地呼之欲出。此
外，总投资超 600亿元的通州湾产
城融合基地项目近期将签订合作
协议，华能、华电综合能源项目、中
海油 SK炼化一体化、中信重工、宝
能片区合作开发等重特大项目及
三夹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项目招
引均在全力推进。

据了解， 仅仅 4 月份一个月
内， 通州湾全域项目签约 48个项
目， 总投资额就已高达近千亿规
模，涉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
料、海工及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

现代纺织等产业领域。这些项目的
签约落地，将有助于通州湾健全产
业链条、加快产业集聚、完善功能
配套，也为实现南通市委市政府确
定的通州湾“一年建设、两年开港、

三年成规模”的目标，提供了强有
力的基础保障。

这片土地拥有何种魅力，让众
多重特大项目纷至沓来？“通州湾
各级部门务实、 走心的服务态度，

是最大加分项。即使当初我们看到
的是一片茫茫荒滩，也坚定不移地
选择留下。” 在通州湾正式投产运
营的江苏博尚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负责人管福平介绍，无可比拟的区
位优势、 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日
益完善的基础设施， 这些几乎是企业走过每一个地方，

当地政府都会开出的承诺。 但只有细致入微的服务，才
是真正踏实的支撑。管福平说，企业落户通州湾之后，在
人才、环境、资金方面，通州湾都给予了实在、贴心服务，

让企业真正找到归属感。

为打造好这样一个集聚大项目的强磁场，1月 5日，

南通以“大湾思维”对通州湾开发机制进行重大调整，组
建通州湾港口开发建设委员会。徐惠民将“培育临港大
产业” 作为通州湾港口开发建设委员会的重要任务，要
求坚定不移把培育大产业、 招引大项目作为重中之重。

锚定产业方向，按照“前港后厂”的思路，整合现有港口
和园区，形成“一个港口作业区＋一个临港开发园区”的
模式，着力打造绿色高端临港产业集群。主攻重特大项
目，聚焦 50亿、百亿乃至千亿级项目全力招引，系统解
决资源供给、要素争取等问题，加快形成大项目纷至沓
来的生动局面。

建设好通州湾配套设施，成为当务之急。近期，南通
市委、 市政府已明确要求尽快在通州湾三港池建设 10

万吨级配套泊位，全力保障中天精品钢基地项目原材料
供应。这是南通交给通州湾的重大战略任务，事关重大
项目建设，事关腰沙港区起步运营，事关深水航道建设
机遇，正被作为今年核心任务全力去抓。

为了留住人， 通州湾正围绕产业和城市共荣共生，

推进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不断完善基础配套。

现在，近百平方公里的城市框架全面拉开，滨海大道、东
方大道、通海大道、临海高等级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政务
中心、汽运中心、文化艺术中心、人才公寓等基础配套工
程投入使用，通州湾高级中学、通州湾小学及幼儿园、通
州湾医院等功能配套逐步齐全，青年公园、纳潮河景观带
等富有人文内涵的生态绿地完成建设，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兰州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相继入驻科创城。

围绕这片海，广袤的土地上一片生机，建筑机器轰
鸣作业、道路纵横交错、小区鳞次栉比，一座现代化的滨
海新城正在加快建成，让人不禁遐想其未来发展潜力。

紧紧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打造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

吕四港口全貌

洋口港 LNG专用码头

三夹沙港池作业

通州湾小庙洪航道

恒科纺织新材料 桐昆项目 华峰一期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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