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日，常州技研精工有
限公司乔迁新址科技大道55号。副区
长胥亚伟出席活动并致辞。

常州技研精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年8月， 是最早落户高新区的
外资企业之一。 企业主要生产精密
轴类零件和切削件。2015年， 为配
合政府“退二进三”政策，签署搬迁

协议。
常州技研精工的母公司为新加

坡技研坂田集团。 自上世纪 80 年
代起， 该公司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
综合订单制造商。 团队依托良好的
资产状况以及来自客户及供应商业
务伙伴的支持， 生产足迹已由新加
坡延伸至印尼及中国。 （炎橙）

常州技研精工迁新址

阿朗新科高层来访
本报讯 8 日， 阿朗新科全球

执行董事会成员、 阿朗新科全球高
性能弹性体事业部负责人 Chris-
tian� Widdershoven（克里斯汀·韦
绍文）一行来区访问，市委常委、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周斌和区领导盛晓
东等陪同并进行交流。

2016 年 4 月 1 日，德国朗盛与
沙特阿美完成合资交易， 各出资
50%成立新的合成橡胶公司 AR-
LANXEO（阿朗新科）。朗盛计划将
常州打造为大中华区橡胶生产基
地。原朗盛（常州）有限公司分立后，
皮革业务由承续的朗盛（常州）有限
公司继承，注册资本 9700 万美元，

公司生产经营皮革化工业务； 成立
新的“阿朗新科高性能弹性体（常
州）有限公司”继承橡胶业务，注册
资本 1.16 亿美元，公司生产经营乙
丙橡胶和物流仓储。

周斌表示， 虽然阿朗新科是一
家新公司， 但常州高新区与德国朗
盛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
朗盛在高新区累计投资 3 个项目，
常州已经成为德国朗盛在中国发展
的重要基地。 阿朗新科常州继承朗
盛橡胶业务，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项
目集聚常州， 各级政府也会全力支
持，做好服务。

（炎橙 丽鹰）

市、区领导会见特雷克斯总裁
本报讯 特雷克斯公司总裁约

翰·盖瑞森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先
生访华随行商务代表团成员一同访
问中国。 10 日，约翰·盖瑞森率团来
访常州， 副市长梁一波在市行政中
心进行了会见。

美国特雷克斯公司是全球工程
机械行业的龙头公司，2008 年在高
新区独资设立特雷克斯（常州）机械
有限公司，总投资 5698 万美元，建
设特雷克斯集团旗下吉尼高空作业
平台部在亚太区的第一家设计、制
造、生产基地。

梁一波说， 常州有着完善的服
务外资企业的体系， 在常的外资企
业也都发展得很好， 期待特雷克斯
扩大在常投资， 常州各级政府也会
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 助力企业快
速发展。 盖瑞森说，常州工厂是特雷
克斯全球布局中的典范，对于公司今
后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市场竞争的不
断加剧，常州工厂将形成全系列产品
生产，并在着力降低成本的同时不断
提升产品质量。

副区长于红琴参加会见。
（炎橙 丽鹰）

“263”暨生态文明建设点评
本报讯 今年三季度， 高新区

“263”11 个专项目标任务均已达到
市里下达的时序进度， 部分项目已
提前完成， 综合考核结果位居全市
第一。 10 日，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区
委常委、 管委会副主任严俊在

“263”专项行动暨生态文明建设第
三次点评会上，要求各部门、各板块
再接再厉，聚集问题，抢抓进度，合
力攻坚， 全力以赴完成年内目标任
务。

通过科学施策，精准发力，全区
“263”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 前三季度，已完成 50.3 公里的
污水管网建设和 33 条黑臭水体整

治工程， 关闭拆除禁养区畜禽规模
养殖场 617 户，全区 195 条河道实
施了“河长制”，国考、省考断面全部
达标。 关停 35 家化工生产企业，26
家燃煤规上企业停用燃煤设施，累
计关停 236 台燃煤锅炉，削减挥发
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近 70 吨，
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去年
同期增加 16 天，PM2.5 浓度比去
年同期下降 13.7%。 水清天蓝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大批外来投资,今年
以来,全区累计引进总投资超 1000
万美元或 1 亿元的优质项目 88
个， 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奠定了
基础。 （杨红）

本报讯 13 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陆敏，
党组班子成员胡秀芳、赵昊、吴建国出席
会议， 区人大各委室负责人和机关全体
干部列席会议。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上的报告、 十八届中纪委向党
的十九大的工作报告、 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 会议要求区人大要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一是要全面深入
学习领会。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研讨活
动，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研读十九大报
告和党章，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确保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入脑入心。
二是要自觉坚定拥护核心。 要更加旗帜

鲜明讲政治，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
别是核心意识，切实强化坚决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紧跟核心的思想意识和行动
自觉。 要毫不动摇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
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始终保持新时
代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三是要聚焦
聚力履职行权。 要围绕“两聚一高”目标
依法履职，把握关键点，找准切入点，抓
住重难点， 更好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服务发展大局的作用， 推动十九大决策
部署在新北落实落地。

陆敏表示， 将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为动力， 在认真总结好今年工作基础
上，精心谋划好明年工作，以实实在在的
行动使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
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
关， 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
表机关。 （周徐峰）

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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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收看中央宣讲团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中央

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7 日上
午在南京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作宣讲报
告。 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报告会并讲
话。

高新区设立分会场收听收看， 市委
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北区委书记
周斌和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参加并聆听
报告。

易纲围绕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和主
要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过去 5 年的历史性成就和
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八个方
面，结合江苏实际，对党的十九大提出
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部署、新
要求作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娄勤俭要求全省上下提高政治站
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抓实抓好，尤其要抓好
集中学习培训， 抓好集中宣讲活动，抓
好集中宣传报道，在全省迅速兴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要把握
精髓要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刻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牢牢把握“八个明确”的主要
内容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做到
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
得更加自觉；要紧密结合实际，推动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江苏落地生效，进一步
丰富“两聚一高”发展内涵，推动“强富
美高”新江苏建设取得新成效，不断开
创江苏发展新局面。

（丽鹰）

高新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代表企业
及碳纤维相关科研机构：

1.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常州市第八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5.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常州

在常州康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能
源汽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项目奠基仪式
现场， 两辆超酷跑车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其中康得集团展出的 Roding� Road-
ster，车身结构及外覆盖件全部采用高性
能碳纤维复合材料， 整车重量仅 920kg，
主车身重量仅 75kg， 而通常一个车体重
量在 400—500kg。 北汽展出的 ARC-
FOX-7 是基于高端纯电动平台开发的
首款超级跑车，同样采用全碳纤维车身。

在汽车行业， 碳纤维正在被寄希望
于大幅度减轻汽车重量，实现节能目标。

汽车碳纤维将引领未来轻量化

伴随着全球汽车保有量上升， 节能
已经成为全球话题，未来 10-20 年取缔
燃油汽车已经进入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层
面。而中国市场囿于能源结构，是推进得
最为激进的一个： 不仅工信部严肃提出
了汽车减重目标，整个汽车制造智能化、
网联化和轻量化三大趋势中， 最关键的
“轻量化”，更是出于切实的市场需求。

众所周知， 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一
种具有优异性能的轻量化材料， 具有强
度高、质量轻、耐腐蚀等传统金属材料无
法比拟的优点。 这也使得其率先广泛应
用在方程式赛车、航空航天、运动器材等
高科技领域。

据有关报告显示， 汽车重量每减小
10％， 可降低 6％-8％的油耗， 降低
5-6%的排放。而对于新能源车型来说，汽
车重量减轻则直接对应续航能力的提升。
此外，汽车重量每减小 10％，还能带来加
速性能 8%左右的提升， 制动距离也将缩
短 2-7m，而且，碳纤维材料独有的良好
减震性对于汽车的 NVH 性能以及智能
驾驶元器件的保护都有正向作用。

所以， 汽车轻量化是实现节能减排
的关键技术路线， 碳纤维是轻量化的最
有效手段。

康得布局碳纤维应用全产业链

康得集团作为国内新材料领域龙头
企业，已经针对汽车行业的碳纤维应用，
形成了从碳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到生产，
从碳纤维部件设计到加工制造的全产业
链布局。

康得集团董事长钟玉曾在 2014 年
10 月随同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在默克
尔的“私人午宴”上，钟玉是一汽、北汽四

大国企之外唯一的民营企业家。 在此后
三年， 钟玉陪同李克强与德国政府就碳
纤维行业合作进行过三次会晤。 在两国
政府的支持下，在两国企业、院所和研究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康得、康得新集团鼎
力打造的“碳纤维轻量化生态平台”已打
造完成并开始运营。

该生态平台包括中安信高性能碳纤
维生产基地、 康得复材的工业 4.0 版智
能化碳纤维车体及部件制造工厂， 以及
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康得新工业级欧洲复
合材料研发中心和康得新 -雷丁欧洲汽
车轻量化设计中心， 并得到德国GFG公
司和 SGL公司的大批量、 自动化生产技
术支持。 实现了碳纤维从原丝到碳丝，再
到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的
全产业链，并已与北汽、上汽、广汽、长安
汽车等几十家整车厂商形成战略联盟。

常州项目将满足长三角需求

康得集团董事长钟玉表示， 作为南
朝齐梁故里、 长江文明和吴文化发源地
之一，常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有

着 3200 多年的历史，自古就有“中吴要
辅、八邑名都”的美称，拥有强大的水运、
陆运和轨道交通，航空业也正在起步。更
重要的， 常州拥有围绕新能源车打造城
市核心竞争力、 引领全球新能源车发展
的战略眼光和雄心， 对汽车碳纤维轻量
化解决方案充满信心，吸引了像麦格纳、
北汽、上汽、SK、中航铝电、西门子电机
这样一批新能源车骨干企业落户常州。

从签约到奠基， 仅仅 4 个月时间，
康得、北汽、常高新强强联手，共同打造
常州康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汽
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项目”，设计年产碳
纤维部件 600 万件。 建成后，将成为全
球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工业 4.0 智能化
新能源车碳纤维车体及部件制造中心。
而项目作为康得、康得新“碳纤维轻量化
生态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平台上的
其他企业互为上下游， 满足长三角区域
未来对新能源车车体及部件的轻量化需
求。

据了解，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新
能源车重要布局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长

三角城市群的 30城中，有 14城已拿到或
规划有新能源汽车项目，目前已经涉及新
能源汽车项目 20个，累计计划产能 279.5
万辆，累计计划投资 715.2亿元。

蔚来是全球知名的新能源车制造
商，与康得、康得产品、技术、资本等各个
层面有着广泛的合作。奠基仪式上，蔚来
副总裁钟万里说， 康得集团在华东地区
增建工厂，让彼此的距离更近，合作更加
便利。 丽鹰

本报讯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常
州高新区坚持把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来抓，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
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努力争当三个“第
一”。

第一时间全面学习。 早在年初，区
委就把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全年
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7 月份召开的区
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更加坚定
不移地高举高新旗帜， 永攀创新高峰，
把创新理念、创新模式、创新举措融入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之中，全面
打造国家高新区的升级版， 奋力解答

“创新四问”苏南答卷。 在市委“增创发
展新优势、种好常州幸福树”、区委“三
大一实干、三强一争先”活动基础上，深

入开展“喜迎十九大、再创新辉煌”系列
活动，以常州高新区创新发展为主题的
千人动员大会，50 多个重大产学研项
目落户， 为十九大召开营造浓厚氛围。
十九大召开过程中，高新区第一时间组
织全区上下认真收看视频直播，并在会
后第一时间邀请刚刚返常的常高新集
团黑牡丹公司党的十九大代表邓建军
来区进行专题讲座，区委常委会专题学
习研究， 区委中心组专题集中学习，并
通过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镇街及企
业、学校、社区通过中心组、道德讲堂、
三会一课等形式进行学习，学习范围之
广、激情之高前所未有。

第一时间全面宣传。通过宣讲团、高
新区讲堂、书记党课、座谈会等平台开展
各种宣讲活动， 确保全体党员干部能够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的决策部署
上来，掀起真学、真懂、真用十九大精神

的澎湃热潮。 通过各类宣传栏、标语、宣
传画、 高炮等公益广告， 以及社区天天
乐、体育竞赛活动、书香阅读活动、微电
影制作、书画摄影戏剧舞蹈等形式，宣传
十九大精神，在全社会凝聚共识、增强信
心、坚定信念、强化担当，推动十九大精
神在全区落地生根。积极开展新闻宣传，
创新、做强网络新媒体应用，通过“两微
一端” 充分调动网民参与的积极性。 同
时， 在全区范围积极开展十九大精神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
进网络活动， 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
渗透力。

第一时间全面贯彻。 知行合一促实
用，十九大召开的当天中午，高新区就组
织全区重点项目第三次督查，近日，区主
要领导又紧锣密鼓地带队开展了社会事
业推进情况督查、 为民办实事项目推进
情况督查和 263 专项行动、 河长制、黑

臭水体整治专项督查活动， 把以人民为
中心的工作理念迅速融入日常工作的开
展过程中。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周斌表示， 高新区将进一步强化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
重点、把握关键、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奋
力冲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彰显贯彻十
九大精神、增创新优势、种好幸福树的高
新区担当。 明年将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
年，高新区在工作目标上要有新定位，在
工作重点上要有新考量， 在党的建设上
要有新思路， 力争以优异成绩向改革开
放 40 周年献礼。 到“十三五”期末，高新
区将打造 2 个千亿产业、3 个超 500 亿
产业， 成为领跑全国及至全球的产业地
标，为江苏“两聚一高”新实践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新轩）

走进新时代 担当新使命
常州高新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争当排头兵

碳纤维与汽车轻量化未来
从总投资 120亿元的常州康得复合材料项目奠基来看

康康得得工工业业 44..00 智智能能化化生生产产线线 企企业业供供图图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组织学习十九大精神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