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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了 3 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整
个工程量的 80%左右。”江苏美科医疗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长春，对这样的建
设速度非常满意。作为 2018 年镇江市和
丹徒区的重点产业项目——江苏美科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产业园，总投
资 3 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 3 亿元以上。在王长春看来，项
目的建设速度离不开辛丰镇优越的营商
环境和辛丰人的务实精神：项目挂钩人
员，从党政领导到镇村干部都坚持“一线
工作法”和“挂图作战法”，每周去项目现
场实地了解进展情况，并将建设情况第
一时间发到项目专有的微信工作群，反
馈给各相关部门，随时准备为项目提供
服务。

正是具有这样的实干“基因”，辛丰
人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大环境下，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实现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
业小镇向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的工业强镇
跃变，在高质量的发展的今天，这样的实
干精神同样让辛丰的发展迸发出耀眼的
光芒。今年以来，该镇对照区委“三项重
点工作”“六大攻坚战”和镇年初制定的

“百项工作”要求，深度对标苏南，迈出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截至 10 月
底，主要经济指标均超序时完成，尤其是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3.2%，完成
序时和增幅均实现了全区“双第一”。实
现工业应税销售收入 35.44亿元，同比增长
15.49%。新增“专精特新”企业 1 家，新增

“单打冠军”企业 2家。申报省“双创计划”
人才 1名、“金山人才”1名、“科技小巨人”

企业 3 家，新增发明专利授权 24 件。完成
新增个体工商户 499户，新增私营企业 195
家，新增私营注册资本 6.7亿元。

在民生建设方面，辛丰镇始终把增
加群众收入、改善基础条件作为重中之
重，紧紧抓住“强村富民达新标”这一契
机，找准扶贫工作的切入点。针对低收
入户，采取党政领导、机关党员干部、村
组干部与建档立卡低收入家庭进行一对
一结对帮扶，确保做到小康路上一户不
少，一人不漏。针对经济薄弱村因村制
宜实行产业帮扶，把“输血”与“造血”结
合起来，分类指导；同时通过开展美丽乡
村创建，提档升级农村道路，推进农村覆
盖拉网式污水设施建设等措施进行基础
帮扶。今年以来，南岗村、山北村甩掉贫
困村帽子，全镇 31 户 58 人实现脱贫目
标。“辛丰人行桥”横跨苏南运河，是连接
辛丰集镇河东、河西的重要通道。作为
今年人代会确定的 10 件民生实事之一，
今年 3 月，在经过勘探、设计、招标、资金
筹措等前期准备工作之后开工建设。群
众 关 注 的 热 点 ，就 是 政 府 工 作 的 着 力
点。该镇宁可在其他方面少投入一些，
始终保持民生的投入不减、民生工作的
力度不减、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减，以有限
财力守住民生底线。截至目前，今年的
10 件民生实事已完成 80%，剩余 2 项正在
有序推进当中。

在生态建设方面，专门印制《辛丰镇
河长工作手册》，编制辛丰镇“一片一策”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制定河长制考核细
则，出台重点河道管理考核体系，督促镇、

村级河长按要求严格执行。针对散乱污”
企业（作坊）综合整治工作，目前已关闭取
缔工业企业类 5家，整合搬迁 1家，整治提
升 6家；批零住餐整治提升 4家，畜禽养殖
类关闭 10 家，废品回收类整治提升 2 家。
截止到 10 月 31 日，全镇已关闭养猪户 164
户，关闭禽类养殖户 27户。内部设施及棚
舍拆除大部分已完成，其中 11户已经复垦
到位。

在创新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方面，
划分 54 个农村社区网格。选出总网格长
15名，网格长 54 名，专职网格员 54 名，兼
职网格员 326 名，完成各村网格 GIS 地图
的逐村划分工作。在农村产权股份制改
革工作中，全镇 15 个村中已有 14 个村完
成 了 农 村 股 份 制 改 革 工 作 ，认 定 股 民
39022 名，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金额
1804.28万元。

在特色产业发展中，辛丰镇将依托李
国栋轴承研究所技术优势，利用镇江市丹
徒区精华轴承厂产业基础，将全镇生产的
P0、P6等传统低端轴承通过自主研发的生
产设备，对轴承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进
行提升，形成有竞争优势的 P2、P4 等高端
产品。同时，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
机，做好黄墟古村落保护，挖掘大运河文
化资源，依托马迹山、冷遹故居、殷氏六
房、德胜大塘美丽乡村等自然文化景观，
打造以“五彩辛丰、德胜氧吧”为目的地的
农村观光旅游线，发展农村观光旅游业，
让工业底色浓郁的辛丰，再增添一台“绿
色经济”的发展引擎。

(崔宁华)

回望来路看变迁 而今迈步再向前

大运河畔崛起的“经济地标”
“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

1200年前，辛丰（新丰）因为美酒走
进了诗仙李白的意境；“能向深山
擒饿虎，敢握长缨缚苍龙。”1200年
后，因为历史的际遇，辛丰人在全
民小康路上的拼搏气概又一次聚
焦了人们的镜头。

全国文明村镇、中国轴承之
乡、省对外开放重点镇、江苏名镇、
镇江市经济发展“十强镇”……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辛丰镇获得的系
列荣誉，也是辛丰人追求发展的足
迹，更是辛丰人对幸福向往的记
录。回顾过去的发展历程，总有这
样的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
继续前行的力量；总有在这样的历
史片段给未来以极富教益、弥足珍
贵的启迪。正所谓，“明镜所以照
形，古事所以知今。”

拼搏“秉性”，铸就四十年辉煌业绩

1985 年的一天早晨，京杭
大运河上马达声声，一艘拖驳
轮吃力的拖着10多艘货船从辛
丰大桥下穿过；桥上，时年34岁
的殷明德骑着自行车赶去集镇
轴承厂上班。

“忙时种田，闲时上班。”农
民身份的殷明德非常喜欢这样
的状态：吃自己种的稻米，每月
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事实
上，当时的辛丰有很多像殷明
德这样“亦农亦工”的人，他们
既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怨天尤
人，而是依靠自己的打拼去改
善生活。这也是辛丰人素有的
秉性。

辛丰地处宁镇山脉和长江
三角洲相交地段，有着 3000 年
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
津和著名的商埠，原名新丰，

“每岁丰稔”，制酒远近闻名。
当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吹到江
南大地，这个京杭大运河穿境
而过古镇，从此换了人间。到
1986 年，辛丰已拥有工业企业
324家，形成了机械、轻化五金、

轴承、制鞋、笔刷 6大行业。农
业发展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
时，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致力
发展优质、高产和出口创汇农
业。到 2005 年，全镇农民人均
收入 6102 元，是 1986 年的 11.3
倍；农民人均住房 34.3平方米，
是 1986 年人均住房 1.8 倍。“以
工辅农”是辛丰农民走上致富
路“法宝”，当镇村工业发展起
来后，一方面，农民通过就业就
能实现收入的倍增。另一方
面，工农互利协作发展，就是企
业出资金、建项目,村提供土地、
劳动力资源,实现企业拓展发展
空间与村改变面貌、农民增加
收入的共赢。此外，通过用工
业发展方式来发展农业，推进
农业的产业化和工业化发展，
提升农业产出比，增加农民或
者农村集体收入。

1990 年，辛丰镇通过发展
开放型经济和民营经济“双轮
驱动”，工业经济发展迅速，镇
村工业总产值达 1.4亿元，居原
丹徒县各乡镇之首，利税列镇

江市乡镇第五位。1991 年，辛
丰镇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
镇江中建轴承有限公司是该镇
最早引进的外资企业，由新加
坡建和轴承（KHB）投资，专业
从事汽车轴承生产与经营。到
2005 年，辛丰形成了轴承、笔
刷、纺织、电子四大支柱产业，
全镇工业总产值 18.13亿元，工
业销售额 17.23亿元，利税突破
1亿元，自营出口企业 24家，引
进外资 1450 万美元，有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星火龙头
企业1家。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早在 20世纪 90年代，
辛丰镇就开始注重提升镇域企
业的创新发展能力，打造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辛丰镇不
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项目带动、知识产权
保护和创新平台构建为抓手，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
为全镇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尤其是近年来，辛丰镇围

绕轴承、电子等主导产业，加强
与相关高等院校的联系，依托
科技镇长团的力量，拓宽人才
引进渠道，引导鼓励用人单位
引才引智，带动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的队伍建设。利用现有
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和人
才牵线搭桥，让现有科技成果
不仅能够走出去，还要走得更
远。积极做好各类项目的申报
工作，为政策宣讲、计划介绍、
申报注册、项目撰写、网上申报
等提供服务。

2010 年，辛丰被镇江市定
为“三新”建设试点镇，通过实
施“退二进三”，搬迁镇域内企
业30余家，先后引进建民置业，
世贸置业，瑞丰置业三个商业
项目，建成龙湾华府，清丽华
庭，河畔雅居三个商贸小区，总
建筑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并投
资 5000 万元先后完成谏辛路、
辛丰路、纬二路、中天路、中天
北路、中天外环路黑色化建设，
使集镇面貌焕然一新。

实干“基因”，书写新时代发展篇章

9090年代辛丰中学年代辛丰中学

现在的辛丰中学现在的辛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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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 年代黄墟老生产资料门口年代黄墟老生产资料门口
（（现乐家润生活超市现乐家润生活超市））

乐家润生活超市乐家润生活超市

9090年代的辛丰大桥年代的辛丰大桥

新建成的辛丰大桥新建成的辛丰大桥

辛丰轴承之乡辛丰轴承之乡

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八村连建门面房八村连建门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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