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519-88863792 88872500 传真：88804097
地址：延陵中路 328号 热线电话：400-888-7610

要铝管 找臻诚
13358170688
13961191528

手机： 李先生

臻诚金属材料———铝材总汇
我公司专业生产、经营：铝圆片、铝板、铝排、铝棒、铝材、铝

丝、铝管，价格优惠。各种铝板割零供应。

铝管大量现货，接电来函可供库存详单

网址 http://www.czzcjs.com

民航湖塘机票
电话：18901502881

电话：86619718、18915019718李先生
地址：常州市北大街 96号兰洋大厦 A座 705室

优佳钢结构效果图设计
钢结构厂房、加层、

网架等，甲级设计施工。
常年培训有志于钢结构
设计事业的各界精英。
欢迎来电来人垂询。

分 类 广 告
8668802613701502881刊登热线： 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妥善查

验双方相关证件，本栏目信息
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地 址：和平中路 413号报业传媒大厦（南侧）辅楼二楼 211室

电 话 ：68687222 13626245758
地址：邹区 312国道志宏物流园三区 30-31号

一
马
物
流
上海
另承接全国各地整车零担业务

电话：83889532 18961129532

武汉
盛
鹏
物
流
地址：钟楼开发区桂花路 11号世平物流园内

成都
8208716613685257566

地址：常金大桥西 800米协昌物流园 14-16号
电话：

四

川

全

境

鸿通物流 原海润物流

电话 ：68780932 18248835012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盖天物流园进大门右首边

永
圣
物
流
扬州

83887771 15861873555
地址：邹区镇大雨天物流园内

济宁
雨
天
物
流

菏泽
宇
康
物
流电话：0519-8388952683889536地址：邹区新老 312国道交叉处（志宏物流三区）

内蒙北京 廊坊 张家口

8364128913685209298

超远物流

地址：邹区工业园盛邦物流园内 19-20号

武汉
电话：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

奔腾物流

重庆
8338177718021989888

地址：新 312国道常金大桥新阳光志宏停车场 1-5号
电话：

全国热线：
!"" "#$% &'#

回单查询：18961299778
地址：常州市城西货运市场 3号楼 7-8号

打造中国公路专线运输 客户满意度第一品牌

济南 德州 太原 运城
海泉物流

山东专线：8397788283978108 回货查询：83978155
山西专线：8397788183978655 回货查询：83971265

大
港
物
流

重庆
72
小
时
到
达

总公司电话：0519-857660684001016679
地址：新北区通江路 600号塑化城 13-3号
武进分公司电话：0519-8699911186999001
地址：亚邦物流市场北区 D座 118号
网址：zgdgwl.com

昆山、苏州每天有 16.5米厢车空车返回常州

盖天物流

济南齐河 济阳 章丘 商河 平原 临邑
0519-83835556 83835559

淄博
青岛
青州
徐州
烟台
地址：常金大桥西 600米协昌物流对面盖天停车场 总经理：

吴 盖13016883069

滨州 东营 桓台 博州 淄川 临淄 邹平
0519-83889529 83889539
黄岛 即墨 莱西 胶南 胶州 平度
0519-83288768 85903599
寿光 潍坊 广饶 大王 临朐 沂源
0519-83889390 83889391
丰县 沛县 砀山 淮北 邳县 萧县
0519-83888318 83388318
威海 莱阳 莱州 栖霞 长岛 招远
0519-83831112 83831113

相信专业
选择盖天

地址：常州常金大桥下新阳光食品城志宏物流停车场

西安特快航班，18小时到达
西安 宝鸡 太原志

宏
物
流西安：8388666883886818太原：8390233383902555

最新配置长 17.5米宽 3米板车 20余辆，专业往返

卡
车
航
班

今
发
明
至

科
信
物
流电话：0519-8388732113775088603
沈阳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 3号国盛物流 7-8号

锦州 营口 鞍山 阜新
朝阳 葫芦岛 新民 通辽 辽阳

电话：8383667113401397288

鸿 通（原 天 启）物 流

地址：常金大桥向西 800米协昌停车场 3号

建湖阜宁
滨海响水

苏北全境

沧州 保定任丘国
通
物
流电话 ：88012088 88311008地址：亚邦物流北区 3区 201号

电话：83900996 13306116270

南京
沪
宁
物
流地址：亚邦物流北区 E幢 120号
南京提货点：13218898425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燕尧路 88号

8389129913656122066
地址：邹区工业园盛邦物流园北门北侧
电话：

纵 贯物流

西安
陕

西

全

境

福州 厦门泉州百
纳
物
流电 话 ：0519-81883700 13775292827地 址 ：邹 区 大 雨 天 物 流 园 45-46号

★车辆信息★★车辆信息★

88997337 13776861887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盖天物流园 55号

蚌埠
龙
凤
物
流

淮南

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
创始人 宋振江 主任律师

电话：8680114813806116148
地址：常州申龙商务广场东座 13楼
网址：www.songzhenjiang.com

资深的紧密型专业团队
专注于公司类高端运作

专业汽车房屋抵押
1、贷款车、全款车、公司车、外地车
2、商住房、私房
13775237177
网址：www.c2cbank.com

专 业 办 理

即到得款、收购各类汽车

中吴大道 1267号

汽车抵押借款
电话：18861466667

注册号：
320400000033016

8329999618015005444

正天物流

地址：邹区灯具城向西 312国道立交桥堍
电话：

北
京
天
津

天正运输

上海
8390529813291328666电话：

专
业
三
超
大
件
运
输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 3号国盛物流园 4号

名称转让公告
兹有常州市武进区邹区天溢灯饰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经

营者：李佑琼）的名称转让给受让方武进区邹区远兵灯饰经营
部（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陈远兵）使用。原常州市武进区邹区天
溢灯饰经营部的名称转让后应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手续，
武进区邹区远兵灯饰经营部受让常州市武进区邹区天溢灯饰
经营部名称后办理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名称转让后，各方的债
权债务仍由各方的投资人分别承担。

转让方：常州市武进区邹区天溢灯饰经营部
受让方：武进区邹区远兵灯饰经营部

二 O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免费珠宝鉴定
房地产一站式服务

地址：延陵中路房地产交易市场西侧
融资热线：85388888

商务部批准正规典当企业
房地产、金银珠宝、汽车典当

证券市值借款 大额借款首选

名品汽车典当，当天放款
费率优惠 开业有礼

葡京
典当

抵押贷款服务，同业利息较低

服务热线：89965992葡京易贷葡京易贷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厂房租售
现有常州金坛水北钢构
厂房 2000平方，另还有
4层厂房 10000平方。
18068809878金女士

位于钟楼区新闸新冶路 18号 700平
方带行车车间出租或 7000平方国有
土地出让。电话：13515278588

出租、出让

大楼出租
位于凤凰路与离宫路交汇口，整
幢 3层，面积 4200平方，店面
1500平方。适合休闲、娱乐、洗
浴中心、医疗机构、教育培训、办
公仓库等，可分租或合股联营。

电话：13372256817金先生

行车厂房招租
薛家 4000平方行车厂房。
电话：13961292672

钧
达
物
流 电话：838886681893238899818932388668

青岛黄岛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盛邦物流园 34-37号

8399669813915838822
地址：邹区工业园盛邦物流园区

台州
钧
达
物
流

83605019 15961120090
地址：常州市邹区镇豪凯物流园 A区 21号

大同
海
东
物
流

榆林

常州市国邦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分别为：
320404000201210150038S、
320404000201210150039S；声
明作废。
何晓芸遗失 32041220120964
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李慧霞遗失 321309040118号
执业药师注册证，声明作废。
戚墅堰区潞城飞月快捷宾馆遗
失戚卫公证字（2013）第 024号
卫生许可证，声明作废。

德正物流（原诚强物流）

成都
8399736613776859185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国盛物流 10-12号
电话：

邮箱：jscqwl@163.com
0519-8338699918261994999

鸿通物流

地址：邹区工业大道盖天物流院 18-19号
电话：

赣州
韶关

佳
邦
物
流电话：0519-6789589918602582680
义乌
地址：常州志宏物流园三区 21号

东阳 金华 永康
浦江 兰溪 磐安

盛
博
物
流
广西
电话：0519-8525187813585336668
地址：邹区镇工业大道双顺物流园一区 6-8号

全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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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新闻部主办 编辑：王益芳 崔奕

寻求工业气体市场的突围之路
——— 访常州中新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作勇

全球经济处于疲软期，工业气体的
需求量也随之受到影响。如何从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寻找出路？日前，常州中新气
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作勇接受了记者的
专访。

记者!您从事工业气体已
!"

年!感受

最深的是什么"

卢作勇!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上世纪
90年代初，我背井离乡，从福建来到常
州，创立了常州中新气体有限公司。尽管
当初只能生产经营氧气、氩气和二氧化
碳等气体，年销售规模也不过几千吨，但
在常州工业气体生产厂商中，民营企业
独此一家。现在，常州从事工业气体的公
司有40多家，“价格战”在所难免。

记者! 为何这么多企业家投身于工

业气体行业呢"

卢作勇!工业气体广泛应用于冶金、
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玻璃、陶瓷、建
材、建筑、食品加工、医药医疗等行业，就
像供电、供水一样，工业气体是现代工业
重要的基础原料，被视为国民经济“命
脉”，当然受企业家追捧了。

记者! 在这一行跌爬滚打
!"

年!你们是如何一路前行的"

卢作勇!机遇与挑战并存。面
对新机遇，我们与企业联盟，扩张
生产基地、先后与常飞等知名气
体公司联手，引进高科技设备，并
在供气方式上不断改进，从目前
广泛使用的工业气体包装容器的
无缝钢质气瓶，到高真空多层绝
热的可移动低温液体容器的杜瓦
瓶，再到贮罐、汽化器，调压装置
及缓冲罐组成的低温贮罐集中供
气站。每一步跨越，我们都站在客
户角度，针对不同企业的运营特
点，有的放矢地合理调配，尽最大
努力满足客户需求。中新气体已
从最初仅能充装、经营二三种气
体，到现在充装、经营氧气、氮气、
氩气、二氧化碳、氢气、氦气、焊接
保护气，以及各种混合气体，保供
企业也由当初的几家增至几百
家，武东机械、常州东风农机等知
名企业已成为公司的优质客户。

记者!常州市场就这么大!如

何发展壮大企业呢"

卢作勇!拓展市场，企业才有
活力。我们已把触角从常州延伸

到了我的家乡———福建，与福建
厦门空分特气实业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1.7亿元，新建了一套24000
立方米/时大型空分设备，该项目
于2009年顺利投产。我们与气源
的终端客户———福建德盛镍业有
限公司之间全部采用气源管道传
输方式，不仅省略了充装环节和
特种车辆运输，节省了能源消耗，
最关键的是气体运输更安全了。
这套大型空分设备每月可为福建
德盛镍业供应液氧、液氮各5000
吨、液氩1000吨，真正为客户提
供“零距离”服务。

记者!近年来!法国液空#德

国林德#美国普莱克斯#瑞典
#!

$#

公司#日本氧气等八大国外气

体公司相继进驻中国! 国内工业

气体市场竞争将愈加激烈! 你们

如何应对"

卢作勇! 这些国外大公司除
有雄厚的资金作支撑外，关键是
他们的技术先进，投资项目规模
大，综合成本低，效率高，这对国
内工业气体公司是致命的“打
击”。因此，我们必须走转型升级
和技术创新之路，要想方设法寻

找最佳路径，满足客户需求。今年，
为降低气瓶充装时的安全隐患，减
少气瓶运输成本、节省运输时间，我
们为客户提供了新的供气方式，即
在客户生产区域直接设置低温贮罐
集中供气站。为客户单独建供气站，
对气体公司来说，资金压力会加大，

但从长远看，利大于弊。同时，我们
要有“抱团取暖”的思想，整合资源，
分片管理，唯有这样，小而散的工业
气体市场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真正突围，永续经营。

蒋亚秀 张凌宇 秋冰

! !

摄影!张海韵

骨科!"打印机：还原骨折原貌
华森医疗

本报讯 作为全国知名的
外科手术医疗器械制造及相关
服务供应商，常州华森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研发出医用3D打
印机，具有术前分析、示教及模
拟手术等功能。

今年3月，华森公司研发
出骨科专用三维打印机和三维
骨科手术规划软件，并获得三
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传统骨科诊疗，从望、闻、

问、切到依据CT或MRI等影
像资料进行病
症分析，可能
会存在误导或
不准确性，并
可能导致医患
之间难以沟

通，引起医患矛盾。”华森公司执
行总裁胡晓文介绍，华森公司推
出的3D打印机，可以根据一张
图片，快速打印出 1：1仿真模
型，还原骨折原貌。医生可以从模
型准确判断患者骨伤情况，便于
制定手术方案，大幅度减少手术
时间和强度。

基于此，华森公司又为医生
和患者推出了“数字化定制植入
物”服务。根据三维重建的骨折模
型，公司可生产出每一位患者特

定的骨板及个体化工具，经与医
生反复讨论后，确定方案。第二
步，医生可在手术前对模型和假
体进行预安装，华森公司再根据
医生的要求对产品进行修改。第
三步，医生将最适合患者的特定
骨板进行安装，大大提高手术的
成功率，减少患者痛苦。

在公司的3D打印室，记者
看到3D设备正在打印。针头每
打一圈，材料就“长”出一层。“你
看，这根骨头就是根据医生提供

的一张CT片打印出来的。”胡晓
文说，每个患者骨伤的情况都不
一样，3D打印的模型，让医生能
精确获得骨折的伤情，并进行预
手术。

据了解，公司研究的最新方
向是采用金属材料进行 3D打
印，并应用于定制植入物的生产。
目前，医用3D打印技术已在技
术上实现，但还需做更多的生物
力学测试和临床试验来验证。

$姜小莉 文
%

摄%

常高新创新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 常州民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日前满额度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3亿元，
综合利率约为8.4%。这是常高新集团创新方式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的一次成功尝试。

据悉，在此次私募债券发行过程中，常高新集团凭借
在资本市场多年积累的品牌效应、信誉度及投资者的高
认可度，利用自身优势，寻找资金对接，将通常10%的票
面利率降低至8.3%，将1%的承销费降低至0.3%，只增
加每年0.1%的成本。以此次发行的3年期企业私募债券
为例，每年至少为企业节约1.5%的成本，3年共可为企
业节约成本约1350万元。这一崭新融资方式，开辟了一
条切实可行的变高成本融资渠道为低成本融资渠道的企
业融资有效途径。 $陈秀荣 崔奕%

意大利暖通巨头
布局常州
本报讯 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际著名

暖通配套系统提供商———意大利格罗帕里公司日前布局
常州高新区，新项目主要生产各类暖通设备、同轴进出气
套件、非同轴进出气套件及其设备配件。

意大利格罗帕里公司成立于1977年，拥有2.5万平
方米厂区及2个7.9万平方米自动化仓库，安装最新计
算机系统及精细激光机器，实现仓库自动化运营。格罗帕
里公司生产门类齐全的供暖、空调产品及零配件系统与
工具，还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

随着格罗帕里项目的落户，常州高新区已吸引包括
波林化工、瑞高汽车零部件、必胜士农机、涡风通风系统
等在内的一批意大利企业，形成良好的意大利企业集聚
格局。 $陈秀荣 崔奕%

为中兴能源供货
天合光能签下大订单

本报讯 天合光能日前与中兴能源
有限公司签署200兆瓦组件供应合同，
这是天合光能今年为止签下的最大一笔
光伏组件订单。

根据合约，天合光能将为中兴能源
在江苏、山东、新疆、青海以及四川等省
区 的 电 站 项 目 供 应 约 80万 件
TSM-PC05A组件，该型号组件已通过
TUV-SUD 60℃/85%R.H.Anti-PID
认证。天合光能计划年内完成出货。

中兴能源常务副总经理张武华在签
约仪式上表示，天合光能凭借过硬的产
品质量、优良的销售配套服务以及在全
球的品牌知名度，在众多一线组件制造
商的竞标中脱颖而出，其产品完全符合
中兴能源严格的评审标准。中兴能源计
划今明两年在中国开拓更多的下游电站
项目，希望与天合光能建立长期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张谧 崔奕%

上半年净利或增#成
裕兴股份

本报讯 裕兴股份7月4日发布业绩预告，预计公
司今年上半年盈利3139.01万元-3766.81万元，同比增
长0%-20%。

公司称，受国家对太阳能光伏行业的政策扶持和税
收优惠等因素的影响，行业景气度有所复苏，公司太阳能
背材基膜的销量有所增加，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秋冰 刘一珉%

膝关节假体
通过临床试验

好利医疗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常州好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获悉，公司研发的主要产品———膝关节假体已通过临床
试验，达到国际一线水平。公司研发的另一款主打产
品———髋关节假体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据介绍，膝关节假体由股骨髁假体、髌骨假体、衬垫
等多个部分组成。好利公司研发的膝关节假体有 5种
髁假体，衬垫根据大小及厚度有 25种规格，可满足不
同人群手术的需要。其中，假体上的高分子材料全部采
用进口材质。产品设计有防衬垫松动的锁紧机构，并已
取得发明专利。

好利公司成立5年来，对骨科器械市场进行了细致
调研，设计和材料的选取上充分考量了人体运动学、生物
相容性等因素，并开展了全面的专项试验，使产品的安全
性、稳定性得到保障。 $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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