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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 天 多 云 到

阴，局部有阵雨或
雷雨，东南风 4 到
5 级，今天最高温
度 34℃，明晨最低
温度28℃。

驾车行至中吴大道近青洋路高架处，
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的大门并不显
眼。令人惊讶的是，这块占地仅百余亩的
厂区，竟然创造了逾百亿元的年产值。

一
金源铜业的前身是国营的常州冶炼

厂。1994年国企改制，筹建了日资控股
的金源铜业，1997 年正式投产。改制
后，原本的金属冶炼业务剥离，金源铜业
专注生产一种产品——Φ8mm 低氧光
亮铜杆。

仅仅凭借这一种产品，金源铜业就
实现了产值超百亿元。

1998 年，金源铜业开始使用从德国
曼 内 斯 曼·德 马 格 公 司 全 套 引 进 的
CONTIROD 水平浇铸生产工艺设备，
可实现年产能18万吨。

2010 年，企业又投资 2 亿元，从美
国南线公司引进了 SCR 轮式浇铸生产
工艺设备，同时淘汰了原设备，实现了年
产30万吨铜杆。 （下转A8版）

常州“百亿企业”巡礼（5）

金源铜业：把“一根铜杆”盯到底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上半年我
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展，整车及核
心零部件产业实现产值 379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6.8%。

达产达效不断突破。上半年，大乘
汽车集团顺利完成金坛、江西抚州两大
生产基地布局建设和调整，导入纯电动、
氢能汽车研发生产，实现了传统车型与

新能源车型的结合，推出 2 款新能源车
型，完善销售网点布局，同步开展网上销
售。理想智造在重组重庆力帆汽车后，
解决了汽车整车生产资质，4 月正式发
布 首 款 增 程 式 纯 电 动 汽 车 —— 理 想
ONE，产品具有较好的续驶里程和驾乘
体验，预计9月正式上市销售。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市

与比亚迪汽车签订框架协议，总投资
100亿元的比亚迪华东新能源乘用车及
核心零部件产业园基地项目落户常州高
新区，规划年产 40 万辆新能源乘用车，
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超过 500 亿元。未
来，比亚迪集团还将在常州设立研发中
心。江苏摩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
立，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新能源乘用车产

能10万辆规模。
产业链能级加快提升。时代新能源

动力及储能锂离子电池、贝特瑞高性能
锂离子电池材料、坤泰车辆汽车核心系
统等一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重大项目投
资序时进度良好，常州将逐渐成长为国
内重要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王淑君）

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半年增长16.8%
本报讯 常州高新区日前出台

政策，明确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
农”倾斜，确保2018年至2020年的
3年间累计安排不少于2亿元资金，
并积极构建财政、基金、银行、保险、
担保“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
机制，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近 3 年常州高新区持
续保障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农口资
金增幅不低于 10%，三农工作持续
发力，成效显著：成功创建省级农村
一二三产融合试点区、国家级农村
一二三产融合先导区、国家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成功入选 2018
年省级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县，
建成高标准农田近 10000 亩，启动
国家、省、市、区级美丽乡村试点建
设，培育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及农
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
焕发活力。

下一步，根据刚出台的《关于财
政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
意见》，常州高新区将坚持把农业
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
域，整合设立区级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确保 3 年累计安排不少于 2 亿
元，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其中，
每年从专项资金中安排3000万元，
并统筹整合上级财政涉及美丽乡

村、特色田园乡村等各类建设奖补
资金，集中投向美丽乡村建设；每
年统筹安排 1000 万元升级农业扶
持奖补政策，以优质稻麦、特种水
产和高效园艺“一主两特”为特色，
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高质量发展；每年统筹
安排 2000 万元用于支持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

除了直接发放奖补资金，常州
高新区还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
撬动作用，推动金融社会资本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高新区在市财政
局首期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市级农
担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同
步设立区级农担风险补偿专项资
金，从而扩大担保覆盖面，提高贷
款落地率，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提供了“家门口”的信贷担保服
务。西夏墅一农户承包近 1000 亩
土地从事草坪种植已经 7 年，去年
想加大投入对草坪品种进行改良，
但由于名下已没有资产可以抵押，
无法直接从银行贷款。后来，他享
受农业担保政策，从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获得了 100 万元信用贷款。
截至目前，该区已带动29家金融机
构为区内52家农户提供担保贷款，
在保余额达8000多万元。

（下转A8版）

常州高新区：

3年不少于2亿元
支持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连日来，常州久煜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3
条自动化奶粉铁听包装线正在进
行最后调试，即将交付。该生产线
是企业的最新研发成果，在单一工
位即可完成抽真空、充氮、封罐等
一系列工序，飞粉量不到传统设备
的十分之一。生产线还运用了视
觉处理、图像智能识别、激光雷达
检测等，确保灌装在恒温恒湿的密
闭状态下进行，保障了奶粉质量和
安全。

久煜公司研发部总监钱军介
绍，公司2017年落户西太湖科技产
业 园 ，产 品 推 向 市 场 后 ，供 不 应
求。2018年实现销售8000万元，今
年预计达1.5亿元。

久煜公司是西太湖板块新兴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石

墨烯、医疗健康等特色产业，成为
园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今年
上半年，新引入总投资5000万元以
上项目19个，其中总投资超10亿元
项目2个、超1亿元项目10个。注册
资本5亿元的江苏江南石墨烯科技
有限公司完成出资，常州烯望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成为石墨烯小镇总
体运营商，小镇13个在建项目完成
投资4.5亿元。健康制造业实现销
售收入15亿元，同比增长25.1%。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党工委书
记施小平表示，将持续围绕健康、
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
业等产业方向，加强产业链招商、
第三方专业招商、平台招商、以商
引商，让更多的特色产业和新兴产
业落户西太湖。

（徐维庆 马浩剑）

石墨烯、健康制造业势头强劲

西太湖板块彰显产业特色

本 报 讯 市 科 技 局 23 日 起 公 示
2019 年度常州市拟推荐省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名单，全市共 722
家。其中，武进区有245家，在全市各辖
市区中位列第一。

今年以来，武进区科技局紧紧围绕
江苏省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总体
部署以及常州市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工作的具体要求，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小升高”行动方案，扎实推进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在申报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及时出台高企培育奖励
政策，强化推进工作举措，深度梳理科技
型企业名单，全方位开展宣传培训，切实
提高企业申报的积极性和针对性。

“政府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激励企业
自主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武进
广宇花辊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克说，
公司去年投入经费 800 多万元，用于研
发新产品。其中，三辊高速热轧机项目

正处于试制阶段。该项目通过两个动
力机构的设置，在轧制不同花型时可
快速切换辊筒，整个过程省去了复杂
的更换过程，时间可节约 2-3 小时，
为客户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为了帮助企业申报，武进区科
技局及时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情
况通报制度, 简化申报审查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确保申报企业材料
质量过关。 （下转A2版）

武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小升高”行动

入库高企数量名列全市第一

本报讯 即将于 9 月举行的第七届
“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日前公布决赛
名单，常州科教城大学生创业园选送的
恩替机械科技项目成功晋级决赛。作为
全市最大的大学生创业园，该园区已经
成功孵化企业 126 家，今年上半年园区
在孵企业实现税收 220 万元，同比增长
83.3%，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经过 4 年多探索，依托 6 所高校建
立的科教城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因势利
导，探索创业学分制、创业导师制，大力
普及创业教育，营造协同创业环境。孵
化面积已从当初的 3000 平方米拓展到
2.6 万平方米，在孵大学生创业项目 300
多个。其中，高职大学生创业项目占
55%以上，成为全国首批青年创业示范
园区，也是目前江苏省大学生创业项目
最多、最集中的园区。

几年来，大创园依靠多方联动，构建
起支持大学生创业的“雨林式”生态服务
体系。

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孵化成效明

显。引进一个龙头创业项目，就可以带
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系列项目。为此，
大创园注重以才引才、以才育才，坚持开
放共享、互联互通，让不同创业项目融合
发展。早期在园区创业的常州大学毕业
生吕卫兵，成立酷特仪器项目，年销售达
1000万元。在其带动下，研发流量控制
器的酷腾、上下料控制的普兰姆工控、自
动化系统集成的卓尔机器人等项目相继
入驻，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智能硬件产业
链。常州小飞猪电子商务公司入驻3年

来，与园区 6 所高校签约合作培育电商
人才，年销售额超过 5 亿元。壹明堂食
品公司创业者闫朝恒是高职毕业生，公
司成立两年来，通过与大型超市合作，专
注于高端豆制品现场制作，目前已有加
盟店 700 多家，带动就业 3000 多人，跻
身全国豆制品50强。

产学研结合成为大学生创业助推
器。加强创业者与母校和园区平台紧密
合作，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市场、平台和技
术支持，也可以为母校进一步做好在校

生创业教育提供助力。立教信息科技公
司创业者陈泽熙毕业于信息学院，创业
中与母校老师合作，去年公司纳税超过
50 万元。两名常大硕士联合创办的龙
华环保公司，依托常大环境学院资质进
行联合投标，土壤修复环保项目已成功
闯进市场。江苏沃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创
业者夏勇此前是科教城入驻单位研发人
员，去年辞职创业，利用掌握的机器人技
术迅速抢占市场，公司今年营业收入将
突破3000万元。 （下转A8版）

上半年实现税收同比增长83.3%

科教城大学生创新创业园——

成功孵化企业126家

小红妈志愿者们日前在金坛区图书
馆开展“七色花”公益课活动。67 岁的
志愿者曹小青聚精会神地教孩子们制作

“红妈蒲扇”，并为大家讲述小红妈的故
事。

曹小青一手拿着小锤，将圆蒲一根
根敲平，一手来回穿梭，将蒲草穿成片
状。她一边编蒲扇，一边讲述往事。

曹小青和小红妈是同村人，小时候跟
小红妈学过编扇。尽管她患有结肠癌，曾
化疗12次，但她心态乐观，不断地参与红
妈手工推广，向后人传播红妈精神。

小红妈名叫王吉娣，因她唯一的儿
子叫小红，大家都叫她小红妈。

1938 年 6 月，陈毅率新四军第 1 支
队挺进茅山。小红妈家成为新四军地下

交通站。小红妈保护陈毅、曾山、陈丕
显、江渭清、谭震林、管文蔚等众多新四
军负责人开展工作，掩护过众多干部和
战士穿过敌人封锁线。她家还保管过钞
票、子弹等重要军用物资，无一差错。这
期间，小红妈家的房子三次被敌人毁坏，
她的丈夫被敌人拷打致死，而她仍一如
既往，追随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
庆典上，小红妈被邀请到中南海，受到毛
主席的亲自接见。

小红妈虽然早已故去，但是，小红
妈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前行。金坛区
西城街道成立小红妈爱心社，开展“红
妈进广场，红歌红舞振人心；红妈进社
区，红衣红帽献爱心；红妈进军营，红旗
红心暖兵心； （下转A8版）

新闻故事

小红妈的“后来人”

本报讯 新北区新桥镇居民张
某 21 日上午来到镇司法所表达感
激之情，她与亲戚间的纠纷已经得
到了妥善处理。而在几天前，她只
是通过新桥镇普法微信公众号后台
进行了留言求助，没想到立即得到
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帮助。

据了解，新桥镇普法微信公众
号专门推出的这项预约调解服务，
得到许多市民夸赞。

近年来，随着北部新城建设推
进，不少居民拆迁住进了新小区。
新桥司法所创新思路，将人民调解、
开展基层依法治理等职能融入网格
化治理、社区建设等工作，并针对网
格化治理过程中发现的纠纷类数据

较少这一情况，适时上线“新桥普
法”微信公众号矛盾纠纷上报、调解
预约功能。

居民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便可
以直接上报矛盾纠纷信息，司法所
负责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协商解决。
针对部分网格员上报的矛盾纠纷当
事人“碰面难”问题，居民还可以通
过公众号预约功能自主选择调解的
时间地点和方式，实现了让群众少
跑路、让数据多跑腿，推动预约调解
与全要素网格运作无缝对接。

今年 3 月微信公众号推出以
来，已通过预约调解功能化解矛盾
纠纷 10 余起，解答居民在线咨询
10人次。 （刘海涛 王瑞睿 黄钰）

新北区新桥镇推出微信公众号

预 约 调 解

小红妈爱心社志愿者在传授“红妈蒲扇”编制技术。

壮丽七十年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高 质 量 发 展 篇高 质 量 发 展 篇

金源铜业SCR轮式浇铸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