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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

全国推广典型做法 72 个，
常州占９
■黄钰 统轩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广地
方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典型做法的
通知》，总共推广典型做法 72 个，我市
9 个做法榜上有名，基本涵盖了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的各个重点领域。
向全国推广的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发展典型做法中，我市的 9 个做法包
括：推动提升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首贷
率，开展政策性转贷，积极防范化解涉
企金融风险，设立首家地级市区域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降低民营企业维权成
本，设立非公经济法治护航中心，推动
产学研合作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
支持民营企业建设高质量高标准新型
研发机构，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
万工程”，刚性落实企业家参与涉企政
策制定制度。
常州的多项做法在工作实践中都
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设立首家地
级市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降低民营
企业维权成本、支持民营企业建设高
质量高标准新型研发机构、实施企业
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我市独
有。

身怀绝技的“抛光王”
——记华威模具有限公司模具抛光工黄家锋

针对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四轮车及摩托车交通违
法行为——

即日起，交警部门开展百日整治
■芮伟芬

路）、
泰山路（龙城大道至汉江中路）、
汉江路
（泰山路至建东路）。在重点整治区域内，
民
警将违法必罚；
重点整治区域外，
违法必纠。
本报讯 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四轮车
重点整治违法类型为：摩托车、电动
及摩托车出行方便，但由于部分驾驶人安
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摩托车闯禁区域；
全意识淡薄，导致事故频发，给道路交通
摩托车驾乘人员不戴安全头盔、酒驾醉
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昨天记者从交
驾、闯红灯、逆向行驶、追逐竞驶、噪音扰
警部门了解到，即日起至明年 1 月 27 日， 民；驾驶非法改装、未经检验合格、未购
交警将对这些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展开
买交强险的摩托车上路行驶；非标电动
百日整治。
三、四轮车上道路行驶；使用满 10 年的
据了解，
重点整治区域为丽华北路、
关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使用伪造、变造
河路、
长江中路、
中吴大道围成的区域（含边
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或使用其他电动自
框道路）和中吴大道（龙江中路至青洋中路） 行 车 号 牌 ；电 动 自 行 车 闯 红 灯、越 线 停
以及建东路、
河海东路、
巫山路、
龙城大道、 车、走机动车道、逆向行驶、不戴头盔、不
泰山路、
汉江路围成的区域和巫山路（龙城
按规定载物载人；未满 16 周岁驾驶电动
大道至河海东路）、
龙城大道（泰山路至巫山
自行车、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等。

镇江志愿者来常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
■记者 赵霅煜 通讯员 陈丽

■市总宣 王赟枫 郑茜 秋冰 文
胡平 摄

“抛光王”，是工友们给黄家锋起
的绰号。但实在的他谦虚地说：
“哪里
能称得上‘王’，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
模具抛光工。”
记者 10 月 18 日在常州华威模具
有限公司见到黄家锋时，
他正在与同事
交流怎么把模具表面抛光做出镜面效
果。能把模具表面处理得像镜面，
且尺
寸保证在公差范围内，
甚至把误差控制在
相当于头发丝粗细1/7的微米范围，
是这
位模具抛光工的
“绝活”
。黄家锋已连续5
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及技术能手。
来自广东省四会市的黄家锋，
2003 年初中毕业后，到深圳一家模具
厂干起了抛光活。当时，内地的模具
抛光行业刚刚起步，他的入门师傅是
从香港来的，要求非常严格，仅一个打
磨姿势，就让他练了好几个月。
初学时，
黄家锋总在琢磨怎么能把
工件磨得又快又好。他回忆，
当时一天
24 小时除了吃饭在食堂、睡觉到宿舍，
其余时间都在车间摸索打磨技巧。
就这样，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黄
家锋的抛光技术越来越强，而且特别
擅长对黑色高光模具的抛光，经他手
抛光的产品，
客户都赞赏有嘉。
从 深 圳 到 昆 山 再 到 厦 门 ，直 至
2016 年 3 月进入华威模具，虽工作地
一直在变动，但黄家锋对抛光技术的
追求从未变化，技术越来越精湛。
在常人看来已很光滑、平整的模具
表面，在黄家锋眼里，却往往还能找到
凹坑或麻点，
必须反复打磨才行。对于
如何打磨，
黄家锋有很多技巧，
“以抛光

材料为例，有砂皮纸、油石、绒布、高级
抛光沥青等，仅砂皮纸就有 8 种规格，
从 200 目至 1500 目不等。打磨时，不
是一纸到底，
而是要交替使用才行。
”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模具抛光
大多用机器完成，但是碰到曲面异型
模具，还是要靠手工。如何把这些角
落抛光均匀一直是黄家锋不断挑战的
难题，他甚至可以把尺寸控制在微米
范围，相当于头发丝粗细的 1/7。
华威模具生产部主管谢丹介绍，
全厂共有 48 名抛光工，碰到客户提出
更高标准或特殊要求时，就只能找黄
家锋来处理。谢丹说：
“他抛光的水平
不仅高，且速度比别人要快 1/3，每年
能完成 40 多副模具抛光任务，合格率
均为 100%。
”
据了解，一副模具的价值上百万
元，有的甚至上千万元，一副好模具可
以保证加工五六十万个产品以上。
要想把模具抛光做好，既要有扎
实的技术，还要会动脑。
有一次，某品牌汽车的门槛、仪表
板两副模具需要抛光，凹面设计本身
抛光就很难，其中还有小凹曲面，更是
难上加难。黄家锋反复琢磨，分别在
粗拋和精拋时做特殊处理，并自制了
微小轮进行精抛光整，最终攻克了难
关。自黄家锋进入华威模具，他带着
团队采用“手工+机械”方法，通过粗
磨、粗抛、精抛“三步曲”，在提高模具
抛光速度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质量。

本报讯 10 月 21 日，来自镇江的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张权，
在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血液科病房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采
集。据悉，
这是常州、
镇江两市首次跨区域
合作完成捐献任务。
张权今年 35 岁，
是镇江市邮政管理局
的一名优秀客户经理。2012 年 3 月，张权

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8月，
他与一名
血液病患者 HLA 初次配型相合，
后经过高
分辨检测、
体检等程序，
符合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条件。
常州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部长黄洁
介绍，
按照省红十字会精神，
造血干细胞捐献
遵循就近原则。由于镇江没有捐献点，
这次
是首次尝试和常州完成跨区域合作。
10月16日，
张权赶赴常州一院进行造
血干细胞捐献前准备，
21日正式进行采集。

大明路京杭运河大桥获评省交通优质工程
■黄洁璐 常交轩
本报讯 记者 21 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
日前，
省交通运输厅、
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联合印发通知，授予 13 个工程项目为
2021 年度江苏交通优质工程，
我市大明路
（中吴大道-312国道）新建工程京杭运河大
桥工程位列其中。
大明路是常州东部地区区域性南北向
主干道，
北起中吴大道，
跨越京杭大运河向
南终于312国道。
其中，大明路京杭运河大桥采用跨径
138.5 米的变高度钢桁架，一孔跨越运河。

该大桥设计美观、
建设难度大、
施工水准高，
创造了多个
“最”
：
它是目前全省同类型桥梁
中节点间距最大、
单跨最大的钢桁架桥，
也
是全市首座全焊接工艺的钢结构桥梁，
全桥
不用一颗螺栓，
主桥钢结构安装采用顶推滑
移施工方案，
重达 2500 吨的钢桁架桥利用
桥端40米钢导梁分二次顶推滑移过河安装
就位。

房产贷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02722801715M
◆房产证抵押贷款 10 万元年利率 3500 元左右。
◆贷款房屋加贷、转贷、还贷垫资。
◆个体工商户、企业无抵押贷款。
◆公积金、保单、汽车、打卡工资无抵押贷款。
◆公务员、事业单位，
金融行业，
国企员工无抵押贷款 10 万元年利率 2700 元。
联系人：
胡先生 地址：
嘉宏世纪 1912 室
电话：
18961261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