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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由江苏建行和鹏华基金携
手举办的“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二季
度投资策略报告会”将在常州拉开序幕。
建行常州分行个金负责人表示，资产配置
领域，核心资产的选择是重中之重。建设
银行始终致力于合理化客户资产配置。举
办这样的现场活动，可以让客户了解市场
的投资逻辑。

中国建设银行是国内最早获得基金销
售资格的商业银行之一，在基金销售业务
上一直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品策略。据
悉，作为权益投资大讲堂系列活动之一，鹏

华基金副总裁高鹏、鹏华基金权益投资二
部基金经理张航、广发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戴康都将为客户带来对A股市场的最新
解读，想获取参会资格的客户可与建行常
州分行客户经理联系。

为加强与建设银行在资产配置服务领
域的合作，加深公众和销售渠道对于鹏华
基金主动权益团队投资理念的感知，鹏华
基金2019年以来推出了权益投资大讲堂系
列活动，配合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活动还
将邀请业内顶尖专家出席，就热门话题进
行深入研讨。

把握股市脉络 专注长期投资
鹏华基金携手建行举办二季度策略会

本报讯 5月16日，常州高新区企业
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敲响上市钟声。股票简称：中简科技，
股票代码：300777。市领导蔡骏、梁一
波参加上市仪式。

中简科技创建于 2008 年 4 月，专业
从事高性能碳纤维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2014 年公司启动上市工
作，2016 年 10 月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
市材料。经过 800 余天的耐心等待，成
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 4001 万股，网上发行 1101 万股，发行
市盈率 22.98 倍，发行价 6.06 元，计划募
集资金2.34亿元。

中简科技在创始人杨永岗的带领
下，以高性能碳纤维国产工程化制备为
己任，十一年深耕碳纤维领域。经过多
年潜心研发，突破了发达国家对宇航级
碳纤维技术装备的封锁和垄断，实现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ZT7系列高性能碳
纤维工程化的重大突破，率先开发出国

内第一条百吨级 T700/T800 级柔性工
程化生产线，关键设备全部国产化，所产
ZT7H 碳纤维产品综合性能显著优于进
口同级别 T700 级碳纤维。目前 ZT7 系
列高性能碳纤维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
域，填补了国产高性能碳纤维在航空航
天应用领域的空白，并率先在国内高端
领域实现了稳定批量应用。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1000吨/
年国产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也将投入
试生产。此次A股上市，中简科技计划募
集资金2.34亿元，全部用于1000吨/年国
产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

长期以来，以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高新区板块”为目标，常州高新区把推
动和鼓励企业投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为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据了
解，随着中简科技敲响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的钟声，常州高新区境内外上市公司
累计 11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 54
家。 （施虹 丽鹰 吴燕翎）

计划募集资金2.34亿元，全部用于1000吨/年国产T700级碳纤维扩建项目

中简科技在深交所成功挂牌上市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明星城建设，
吸引更多的博士后人才来常开展产学研
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昨天，我市举办

“ 汇 聚 高 精 尖 人 才 助 推 明 星 城 建
设”——博士后创新创业在常州主题活
动。活动期间，召开了常州市博士后服
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常州市博士后设
站单位招录对接会、常州市博士后服务
行业研发项目对接会、常州市博士后工
作成果展等多项活动。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厦

门大学、东南大学等近 30 所高校博管办
负责人和 50 多名博士后后备研究人员
应邀参加了会议，常州市 83 家博士后设
站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活动期间，来自省内外的 50 多名博
士与常州博士后设站单位面对面进行了
对接洽谈。常州市博士后设站单位的
50 名博士后与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四个行业
领域的 50 家企业进行了对接，实现了博
士后从服务企业向服务行业的探索尝
试。 （常人社 吕洪涛）

汇聚高精尖人才，助推明星城建设

我市举办博士后创新创业主题活动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发布民政系统
“最美常州人”，全市四位优秀社区工作
者当此殊荣。

近期，市委宣传部和市民政局联合开
展了“最美常州人”的推选工作，主要聚焦
全市社会工作领域的先进典型。常州市民
政局立足政治鲜明、服务民生、优秀示范原
则，在社区工作领域，评选出张毅超、庄亚
娟、肖建丽和常洪亚四位优秀社区工作者，
他们的事迹集中体现了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的民政服务理念，他们奉献社会，救助、
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关怀老年群体，助力社
区治理；他们开展宣传、文化、心理、康复等
专业化服务，助力社会和谐。

张毅超，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社区
居委会主任。工作 9 年来，发起成立社工
之家，开展“社校共建”，提出以“邻里助、
邻里学、邻里乐、邻里情”为载体，探索

“社区+项目”的“四邻服务”新模式；组织
开展老、少、残多领域公益服务，受益人

群近万人次。
庄亚娟，武进区湖塘镇永定社区书

记、主任，2017 年被评为常州市“最美社
工”。

肖建丽，钟楼区荷花池街道荷花池
社区主任，任职 19 年，她全心全意为社
区居民排忧解难办实事，获得“江苏省孝
亲敬老明星”“常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常
州好人”“龙城先锋”等荣誉称号。

常洪亚，新北区三井街道三井社区
党总支副书记。从街道调到社区工作的
五年多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创新

“好人邻里，惠美三井”的多元化社区综
合治理。 （常民宣 吴燕翎）

4位优秀社区工作者获评“最美常州人”

本报讯 为深化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市创建成效，让更多市民共享农业农
村发展成果，昨天上午，常州市农产品电
商产业园在钟楼区玉龙南路181-2号百
度大数据产业园内正式开业。副市长许
峥参加开业仪式。

九大功能区等你来体验

据悉，常州市农产品电商产业园是
我市钟楼区政府和常州市农业农村局共
同培育的农产品电商项目，目前该项目
由民间非盈利组织常州市小菜园农业发
展中心负责整体运营。

据介绍，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建筑面
积为 2000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记者在
现场看到，一楼为农产品线下互动体验
馆，共有九大功能区，分别为农产品展销
区、多媒体推广区、农业文化传播区、茶
文化体验区、美食品尝区、精美小菜园展
示体验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区、科普
教育区和帮扶专区。其中，农产品展销
区展出销售的全部为地产农产品，具体
分为肉、酒、粮、油、茶、蛋、果、菜、花九大
类，目前在售的农产品超过 300 种，涵盖
常州市十大农产品知名品牌和五大特色
品牌；精美小菜园展示区则是直接将小
菜园搬进了产业园，打造了“迷你版”小
菜园，市民们在这里可以直观地看到小
菜园“露天菜、本地菜、绿色菜，当天采摘
当天供应”的运作模式。

帮助经营户快速打开线上渠道

乘电梯来到产业园二楼的农产品电
商集聚区，又可以看到一番不同的景
象。来自本地的农产品企业在这里集聚
形成统一的办公区，还有来自小菜园农

业发展中心的设计、美工、文案、物流、摄
影、视频人员等组成了共享功能区。小
菜园农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赵娟说，对于
已经涉足电商领域的农产品经营户，这
里就相当于是给经营户在市区建立了一
个备货点，既拓展了经营户的销售范围，
又方便市民上门提货；对于想要开拓电
商新市场的经营户来说，他们可以提供
全套的上线辅导和线上运营服务，帮助
经营户快速打开线上销售渠道。

目前，入驻产业园的本地农产品经
营户已有 37 家。“我们还通过开展大学
生创新创业指导，引导大学生与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对接合作，为农产品电
商主体提供线上店铺运营管理服务，共
同发展农产品电商，实现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为乡村振兴提供更
多人才支撑。”赵娟说。

“常州小菜园”小程序正式上线

当天，“常州小菜园”小程序正式上线。
只需在微信主界面下拉菜单，进入小程序
搜索“常州小菜园”，点击便可进入商城。

赵娟介绍，去年 7 月，我市打造了
“吃在常州”平台，现在市民们又多了线
下的电商产业园和线上的小菜园小程序
两条渠道去购买常州本地农产品。“和

‘吃在常州’平台相比，微信小程序更加
便捷，不用下载 App 就可以直接使用和
购买。目前，小程序和线下商城商品是
同步进行销售的，后续我们会在小程序
商城里加入更多的本地优质农产品。”

“我们希望通过 2-3 年的努力，孵化
本地农产品电商 100 家，销售本地农产
品超亿元，真正实现让常州市民吃上常
州好菜、让常州好菜富裕常州农民的目
标。”赵娟说。（常农宣 董逸 图文报道）

农产品电商产业园昨天开业，“常州小菜园”小程序同步上线

市民想买本地好菜，线上线下又多两条渠道

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夏意乍现，来一根雪糕

这两天云层较厚，雨水一直憋着
落不下来，致使空气中湿度较大，中午
气温较高时，难免有闷热之感。

从目前的气象资料看，周末两天，
雨水会暂停，以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将有所回升，周六的最高温度在
29℃上下，每逢周末就要冲 30℃的日
子又要到了，大家的短袖短裤准备好

没有？
@中国气象日前发布了“全国冰

激凌地图”，相对于高温地区对冰激凌
“一日不见思之如狂”的迫切，处于雨
水区的江南则是“不馋雪糕冰甜爽，只
缘身在凉雨天”。不过随着气温的上
升，我们也即将步入“夏意乍现来一
根”的状态。 尹梦真

（小编聊天）周末无雨，要升温

在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内的农产品展销区，展出销售的地产农产品超过300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