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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细分领域做精做专
4 家通企入围工信部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晚报讯 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
国家工信
部最新公布了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
单项冠军产品名单，
南通4家企业入围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他们在各自
细分领域做精、
做专，
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
此次上榜的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南通
市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江苏铁锚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集罐式储运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单项冠军产品：中天电力
光缆有限公司生产的架空地线复合光缆
（OPGW)。分析单项冠军的共同特质，均
能聚焦深耕细作，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
心产品上，注重研发，持续改良。
“ 工匠精
神、持之以恒”是形容单项冠军的关键词，
也是它们带给整个制造业的重要启示。
据了解，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江苏
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兴能源装备有
限公司 3 家企业入选全国首批“制造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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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冠军培育企业”。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2 家
企业入选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江苏
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金属自承式光缆
入选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加上此次
公示的 4 家企业，南通共有 10 家企业入围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获评企
业数量全省领先。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
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
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
“单
项”即企业必须专注于目标市场，并长期在相
关领域精耕细作。同时，还必须是“冠军”，即
要求企业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和极高的市场
份额，且在细分领域拥有冠军级的市场地位
和技术实力。该项评选始于 2016 年，由工信
部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导。记者朱蓓宁

入围名单的 4 家通企
米，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特种玻璃和高端玻璃
产品供应商。
南通中集罐式储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
中集集团能源化工食品装备板块的重点企
业，隶属于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公司
专业从事各类标准和特种罐箱、
压力容器、核
电装备、
低温容器、
气瓶等能源化工储运装备
的研发和制造。目前，南通中集凭借丰富的
产品集群、过硬的质量品牌、卓越的科学管
理，
成为推动中集巨轮远航的动力机组。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专业从事电力特种光缆、油井光缆和精密不
锈钢焊管，如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光
纤复合架空相线(OPPC)、精密不锈钢焊管、
工业钛焊管、
工业不锈钢焊管、
不锈钢管光单
元及油井光缆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司
注册资金 2 亿元，光缆年生产能力 46000 公
里、
不锈钢焊管年生产能力 4000 吨。

全力推动经济薄弱村发展
晚报讯 9 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推
动经济薄弱村发展调研座谈会。市委副书记
张兆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
全力推动经济薄弱村发展，
为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十三五”期间，全市省市级经济薄弱村
共有 104 个。张兆江指出，推动经济薄弱村
发展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
脱贫攻坚战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思
想上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
认真研究，
分类
指导。工作上要精准施策。要把家底搞清
楚，对全市村居情况进行全面梳理。要配优
班子配强班长，
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
把
乡村振兴作为职责使命，把发展村集体经济

作为重点任务，培育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的基层带头人队伍。要做好土地和大农业文
章，持续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村集体规模经
营、社会化服务联盟建设等“三个全覆盖”重点
工作，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和村集体增收的多
赢。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村干部
发展集体规模经营的内在动力。责任上要压紧
压实。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
经济薄弱村倾斜。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经济
薄弱村的帮扶力度，把结对帮扶纳入阳光扶贫
系统，强化绩效考核，凝聚起推动经济薄弱村发
展的强大合力。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冯军，副市长赵闻斌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相关部门和县（市）区、镇、村
负责同志作了交流。
记者金帅

秦巴文化与江海文化相融互通

汉中·南通采风创作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开幕

图为汉中市民在观看展览。

南通市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常
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安投
资建成的千斤顶生产基地。公司配备了现
代化的千斤顶生产流水线和功能齐全、能
完成国家和行业标准所有试验要求的千斤顶
检测中心，
拥有专业的千斤顶设计、
研发团队。
目前产品在福特汽车公司占有量达到 60%，
在通用汽车公司占有量达到 35%，在 NISSAN 汽车公司占有量达 50%，在欧洲重型
卡车行业里油压千斤顶的占有量超前，市
场占有率很大。2013 年南通通润已经成
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配套千斤顶生产商。
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汽车玻
璃和特种玻璃的专业生产厂 家 ，具 有 30
多年汽车安全玻璃的生产历史，是国内
生产安全玻璃的骨干企业。公司拥有 30
多 年 的 玻 璃 深加工生产经验，世界一流
的生产设备，年生产能力 1500 多万平方

市委市政府召开推动经济薄弱村发展调研座谈会，
张兆江强调提高站位，精准施策

记者龚丹

我市 260 名师生获颁“理治奖”

截至目前已有 1800 人次获奖，
奖金总额 151.7 万元
晚报讯 昨天，
南通理治教育发展基金
会在通师一附和通州中学先后举行了
2018 年理治奖颁奖仪式，我市 6 所学校的
260 名师生分获“为人师表奖”
“ 理治品学
兼优奖”
“理治励志奋进奖”。中国社科院
原副院长、南通理治教育发展基金会管委
会会长朱佳木参加颁奖活动。
朱理治是从南通走出去的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也是通师一附和南通中学的杰
出校友。朱理治生前始终心系教育、情系家
乡。2012 年，其子朱佳木和其他家属共同发
起并成立南通理治教育发展基金，并于当年
揭牌并颁发首届“理治奖”，奖励教育教学业
绩 突 出 的 教 师、品 学 兼 优 或 家 庭 困 难 的 学
生。截至目前，我市已有 1800 人次获奖，奖
金总额达 151.7 万元。
记者沈樑

市第九届职工明星艺术家获表彰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总工会获悉，
南
通市第九届职工明星艺术家命名仪式于十
一长假期间举行，徐劲柏等５人获得表彰。
本届
“职工明星艺术家”
评审活动经各
级工会推荐、专家评审后，最终由市总工
会、市文联联合命名。获得南通市第九届
“职工明星艺术家”
荣誉称号的 5 人是：
徐劲
柏（摄影）、蔡晓霞（手工工艺）、冯卫军（美
术）、
周筱君（书法篆刻）、吴翔宇（器乐）。
市职工艺术明星选树命名活动是市总
工会、市文联于 2002 年联合推出的。具体

条件主要有：热心职工群众文化工作，发挥自
身才能为职工群众服务；具有较高的专业水
平和专业能力，艺术成果在省级各类文艺大
赛或展示活动中获奖，集体获奖项目中的主
要创作和表演人员。每届评选前，主办方根
据全市职工文化艺术活动积极分子队伍的实
际情况，参照声乐、舞蹈、器乐、文学、戏剧表
演、小品曲艺、书法篆刻、美术、摄影摄像、集
邮灯谜、园艺花艺、手工工艺、个人收藏等艺
术门类，同时结合送评的情况，确定具体的评
选项目。
记者王全立

通州湾经济开发区获批省级开发区
追江赶海弄潮人
追江赶海弄潮人
追江赶海弄潮人
江海联动
江海联动
江海联动
晚报讯 近日，
记者从通州湾示范区管
委会获悉，通州湾经济开发区日前被江苏
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告的《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相关内
容，省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同意新设立江
苏南通通州湾经济开发区等 26 家省级开发
区的批复》。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通州
湾经济开发区终于获批。在同时获批成立
的 7 家省级经济开发区中，还包括我市的如
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
记者冯宏新

晚报讯 昨天上午，改革开放 40 周年“张
骞故里·江海明珠”汉中·南通采风创作美术
书法摄影作品联展在汉中市群艺馆拉开帷
幕，本次展览汇集了两市美协、书协、摄协的
采风作品 120 件，分别宣传展示了“张骞故
里”汉中、
“江海明珠”南通优美的风景、悠久
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风土人
情。汉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春丽，南通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浩共同为联展揭幕。
今年 3 月初，南通市委宣传部和汉中市
委宣传部签署了《南通·汉中宣传文化系统对
口协作框架协议》，构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合

作长效机制。协议签署后，南通、汉中两地文化
团体和艺术家开展了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联
合、协作与交流，通过双向采风，研讨会、书法美
术摄影展等形式，取得了丰富的创作成果。
本次展览展出的 120 幅艺术作品是两地 60
多位艺术家互访采风、深入生活后创作的精品，
其中，书法作品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类别齐
全，字体或刚劲有力，或绵延柔和；画展中，参展
画家将两座城市的代表性文化符号融合其中，
题材新颖；在摄影家的镜头里，两地美景被一一
定格，让大家在光影中感受城市魅力。
记者龚丹

关于征集 2019 年
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公开信
广大市民朋友：
2019 年，市委、市政府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续兴办一批民
生实事项目，更好地解决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现实问题。为认真谋划明年为民
办实事项目，
使民生实事更加顺应民意、
反映民情、贴近民需，
现向社会各界公开
征集建议和意见。
一、征集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
征集项目要求：
①与城乡居民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社会最关心、最盼望、
最急需解决的问题；②尽可能一事一建
议，
内容清楚、简明扼要，
具有可操作性，
财力可以承受，
一般当年可以完成；
③有

较强的代表性，受益面比较广。
三、征集方式：①可登录南通市人民政
府网站（www.nantong.gov.cn）或“中国
南通 ”APP“ 民意征集 ”板块，点击“ 征集
2019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按提示填写具
体内容；②可将建议信直接寄到市政府办
公室调研处（地址：南通市世纪大道 6 号，
邮编：226018），信封右上角请注明“为民
办实事项目建议”字样；③可拨打“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讲明参与“为民办实事项目
建议征集”
活动，提出建议。
民生实事，你来提，我来办。欢迎大家
踊跃参与！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