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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十二载，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总规划面
积约 467 平方公里，其中临港产业区 153 平方公里、徐圩港
区 74 平方公里，具备 4000 万吨级炼油、700 万吨级芳烃、
600 万吨级乙烯发展规模。徐圩新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布局石化、高端装备
制造、高性能新材料和临港物流贸易加工等主导产业，重
点打造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徐圩新区共有江苏方洋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洋井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苏香河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三家国有企业。自开发建设以来，徐圩新
区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 2150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
投资 660 亿元、工业投资 1490 亿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
础设施配套体系，接续获得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先
导区、全国石化产业基地、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国家级
综合保税区、绿色化工园区五张“国家名片”。

2011 年 5 月，国务院批复徐圩新区为国家东中西区域
合作示范区的先导区；2014 年 6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2016
年 12 月，《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通过了原环境保护部审查；2017 年，连云港石化产
业基地（以下简称“石化基地”）规划实施工作正式启动；
2018 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徐圩新区举行全省重大项目
现场推进会议，总投资高达 1005 亿元的 10 个重大项目现
场集中开工，拉开了徐圩新区建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
的序幕。2019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科技部等三部
委批准徐圩新区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2021 年 11 月，
江苏省 政 府 正 式 批 复《连 云 港 石 化 产 业 基 地 总 体 发 展
规划（修编）》，推动石化基地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
升级。

“十三五”期间，石化基地高举“高质发展、后发先至”
大旗，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建设进度日新月异。
徐圩新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和超 1100 亿元，占徐圩新
区开发建设以来投资的 68%以上，其中工业投资预计超
870 亿元，占徐圩新区开发建设以来工业投资的 75%以上，
累计引进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0 亿元，成为连云
港市“后发先至”的重要支撑，为连云港市实现跨越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是徐圩新区落实化工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推动区域一体化管理、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的提升期，也
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强化风险管控、提升安全生产和应
急管理能力的攻坚期。徐圩新区按照沿海地区绿色生态
高质量发展要求，紧扣“一体化、大型化、园区化、高端化、
清洁化”发展思路，加快临港主导产业培育，大力构建园区
环保安全等产业支撑体系，对标国际先进化工园区，着眼

全球产业竞争和生态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徐圩新区战略
优势、资源优势、开放优势，不断增强徐圩新区创新驱动力
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江苏沿海经济重要增长极。目
前，石化基地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3200 亿元，共引进
产业项目 32 个，其中有投资超过 500 亿元的盛虹石化、卫
星石化和中化国际三家大型企业，盛虹集团炼化一体化和
醇基多联产等重大项目总投资超过 1500 亿元，卫星石化
乙烯综合利用等项目总投资约 750 亿元，中化循环经济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800亿元。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徐圩新区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超 2000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超 1000 亿元，工业应税销售
收入超 3200 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 80 亿美元；整个“十四
五”期间年均应税销售收入和 GDP 增幅均超 70%，打造成
为环境优美、产业高效、生态和谐的科技创新产业新区，建
成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成为连云港实施

“产业强市”战略的重要支撑和江苏沿海新型工业基地。

隆冬时节，走在徐圩新区，一片火红的建设场景扑面
而来：一座座塔吊忙着吊装大型设备，一条条银白色管道
伸向远方，一群群劳动者埋头苦干，一个个大项目接踵而
至……要问为何如此生机勃勃，这源于徐圩人“筑巢引凤”
的扎实作为。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徐圩新区规划 6 个
港池 113 个大中型泊位，总设计吞吐能力达 4 亿吨；现已建
成 1 个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8 个 3 万～10 万吨级散杂货码
头、3 个 1 万～5 万吨级液体散货泊位，已具备 10 万吨级船
舶通航条件，30 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加快推进。除了完
善港口物流建设，徐圩新区加快推进“五纵五横”路网框架
建设，当前连盐铁路徐圩支线已建成试车，国家东中西区
域合作示范区（徐圩新区）产业园区专用铁路一期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建设，公路规划与外围主体交通框架实现互联
互通。

公用配套保障能力也是徐圩新区建设的重要抓手。
徐圩新区已设计建设日供水能力达 29 万吨的徐圩水厂和
第二水厂，日处理能力达 18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
和高盐废水处理厂；已建成每小时供热能力达 1038 吨的
集中供热中心，规划建设虹洋热电二期。作为国家首批增
量配电改革试点区域，现有 110 千伏及以上公用变电站 4
座，其中在建两座，供电能力达到 300 万千伏安，可充分满
足入驻企业需求，促进卫星石化、盛虹炼化等重点产业项
目早日投产达效。

不遗余力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围绕绿色产业发
展、环境质量改善、资源能源利用、环境风险管控等具有世
界一流标准的 100 项指标体系，持续改善项目投产后的环

境质量，依托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等园区企业推进石化
基地再生水回用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环境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站和水质自动监测站管理维护等，为精准监测、精准
溯源、精准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保障重大产业项目顺利
投产。

作为石化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实施载体，江苏
洋井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石化基地物料及能源保障服务、
石化产业供应链服务、生态环境和安全管控专业服务为主
业，自 2017 年全面启动运作以来，先后投资建设了环保、
能源、管网等 68 项重点公用设施，其中实施建设含 22 座应
急截污（泵）闸的应急截污工程、具备 56 万立方米事故污
水应急暂存能力的公共应急事故池、有效库容约 470 万立
方米/天的工业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危化品运输综合服务
中心、石化公共管廊等环境基础设施 23 项，全力保障石化
基地公用设施建设和引进产业项目的高效投产。

狠抓落实安全综合管理，完善消防应急救援体系。徐
圩新区已建成安全环保管理中心、石化基地封闭围网管理
工程应急救援基地、地下综合管廊、公共管廊等安全应急
重点工程，初步实现石化基地 61.34 平方公里的全封闭管
理，形成全方位综合消防应急救援网络，为园区整体安全
防护和应急救援提供支撑保障，全面提升石化基地安全环
保管控水平。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坚定发展信心，汇聚建设世界一
流石化产业基地的强大合力。截至目前，徐圩新区环境基
础设施累计投入约 80 亿元，年平均增速 30%以上，实施具
有长远引领示范效应的重大产业支撑项目 27 个。下一
步，徐圩新区将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责
任，重点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全力推进新区绿
色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化工园区的前列。

一个超大型的化工基地，怎样成为广大马拉松选手心
仪之地，又怎样让胆小灵动的梅花鹿在此安家落户、怡然
嬉戏？面对这些疑问，徐圩新区环保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一切都源于对生态环境质量的珍惜。

徐圩新区始终贯彻“生态、智能、融合、示范”的新区发
展理念，倾力打造国内化工园区生态环境示范标杆。近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了 2021 年绿色化工
园区名单，徐圩新区名列其中，跻身全国 15 家绿色化工园
区成员名录。

凝聚队伍力量，夯实环境治理基础。今年 3 月，依托
江苏洋井石化集团有限公司高效组建成立环境综合治理
攻坚大队（简称“398 大队”）、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环境监
督管理业主委员会，全力推进《徐圩新区打造国内化工园
区生态环境示范标杆 建设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三年行

动方案》落实，不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地；组建
徐圩港区安全环保攻坚大队（简称“徐圩港区 SE 大队”），
对徐圩港区和企业安全环保开展日常巡查、技术与政策研
究、监测监管、专项整治等监督指导和整改提升工作；组建
徐圩新区应急救援抢险大队（简称“186 大队”），持续提升
新区应急救援和保障能力，构筑绿色发展稳固屏障。

高标准建设，打造先行示范区。为落实世界一流石化
基地安全环保指标体系，新区建成投用数据与决策分析、
技术与创新孵化、生态与减污研发等三大平台于一体的生
态环境质量管控中心，借助国内外领先技术成果对园区环
保能力提档升级，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建
成投用集安全管控、环境监测、能源管理、应急联动等功能
于一体的石化基地运管服务中心，集成智慧安监、智慧管
网、智慧工地、全景监控、封闭管理、生态环境、应急综合指
挥等 15 个功能平台，构建以事前监测管控为核心保障的
全过程管理机制，实施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全生命周期、全
产业链条管理，打造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标
杆和石化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先行示范区。

统筹项目监管，实行环境专项整治。已开展 80 余次
建设期环境检查及 10 余次专项检查，出具 60 余份工作联
系单和 10 余份诊断报告，督促企业整改，完善新区环境信
息管理平台建设。建立入海排污口监管体系，完成新区
201 个入海排污口监测、溯源、整治工作；开展扬尘污染整
治，实现施工现场“六个 100%”及渣土运输车辆公司化、智
能化、密闭化率“三个 100%”；全面开展石化基地企业“烟
气消白”改造，推进石化基地 229 台冷却塔使用消雾型冷
却塔，提升石化基地环境形象；构建石化基地环境数据库
和 VOCs“指纹库”，为石化基地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坚实
支撑。

开展生态保护，推进“大美徐圩”品牌建设。始终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突出
资源家底调查和源头保护；先后与生态环境部、中科院、清
华大学、华能集团等单位实施产学研联动，开展污染物“近
零”排放研究，生物固碳藻类筛选、水下森林系统构建和徐
圩生物 DNA 调查等研究；启动生态修复工程 8 项，形成六
大生态湖互联互通发展格局，水域面积达 6.85 平方公里，
通过鸟类栖息地生态环境修复、香河湖生态园生态修复、
防护绿地等生态廊道建设，推进徐圩新区低碳、绿色、可持
续发展。

截至 12 月 31 日，徐圩新区 PM2.5 均值为 26.9μg/m3，
同比下降 22.62%，空气优良率为 88.7%；VOCs省控站年度
均值为 5.10ppb；善后河闸国考断面年均值为Ⅲ类水，烧香
北闸断面年均值为Ⅳ类水，各国考断面平均水质达标率为
100%。

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新区始终坚定“崇德
向善、坚韧奋斗、务实创新、勇立潮头”的新时代“连云港精
神”，为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新使命，落实

“加快后发先至，全面开创新局”新要求，加快打造世界一
流石化产业基地而努力奋斗。

孙天琪闵婕 王方 胡光明

创新机制 强化管控

以新发展理念开启现代化新征程

世界一流石化基地崛起于黄海之滨

全球视野 国家战略

彰显产业服务护航高质量发展

夯实基础 定向完善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争做标杆争做标杆
——— 连 云 港 石 化 产 业 基 地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巡 礼— 连 云 港 石 化 产 业 基 地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巡 礼

▶ 徐圩新区环境综合治理攻坚大队授旗成立 ▶ 利用走航车开展石化产业基地环境监测 ▶ 徐圩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管控中心 ▶ 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重大安全环保设施

盐碱滩上创伟盐碱滩上创伟

业业，，黄海之滨起宏图黄海之滨起宏图。。

十二年时光如白驹十二年时光如白驹

过隙过隙，，十二年巨变令世界瞩十二年巨变令世界瞩

目目。“。“应国家战略而生应国家战略而生，，因区域因区域

合作而兴合作而兴，，凭高质量发展而强凭高质量发展而强，，

循新发展理念而进循新发展理念而进。”。”这句话概括这句话概括

了徐圩新区十二年来的成长密码了徐圩新区十二年来的成长密码。。

纵观徐圩新区的发展历程纵观徐圩新区的发展历程，“，“创新创新、、协协

调调、、绿色绿色、、开放开放、、共享共享””的发展理念已深深的发展理念已深深

植入徐圩人的血脉植入徐圩人的血脉，，化作徐圩人的基因化作徐圩人的基因，，

曾经远离城市的冷僻盐场曾经远离城市的冷僻盐场、、滩涂滩涂，，正崛起世正崛起世

界一流石化基地界一流石化基地，，创造出绿色低碳高质量快速创造出绿色低碳高质量快速

发展的产业奇迹发展的产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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