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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全市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公布，外
资、外贸相关指标在“成绩单”中较为亮眼。其中，全市
确认实到外资3.68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完成年计划
的 27.25%；累计进出口 28.2亿美元，同比增长 25.3%，高
于全国、全省5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3月单月进口量达
3.7亿美元，创近两年来新高。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市开
放经济开局良好。

外资制造业大项目发挥支撑作用。数据显示，一季
度，制造业实到外资预计确认 2.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3%，完成年计划的 35.51%，“制造业外资占比持续提
升，比去年同期提高 1.93个百分点，这也反映了利用外
资结构的优化”。一季度，全市实到外资 1000万美元以
上项目 10个，共计到位外资 2.89亿美元。其中，爱励铝
业、金隆浆纸、龙江钢铁、圣晖莱新能源等制造业项目到
位外资均在2000万美元以上。

外贸进出口形势较好，一季度进出口增幅，高于全
国、全省 5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出口 18.2亿美元，同比
增长 22.0%，进口 1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1.6%。新兴市
场市场增长明显，对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出口同比
分别增长 80.5%、9.6%、31.6%、45.1%，“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中，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出口同比分
别增长 515.2%、71.7%、60.5%；重点企业稳中有增。监
测数据显示，出口前 50强企业合计增长 54.4%；进口前
50强合计增长 59.0%，中储粮累计进口 2亿美元，占全
市进口19.9%。

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增幅全省第一。一季度，我市
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 779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18.27%。省交通工程公司、中交二航三公司、镇江建工
集团、镇江二建等重点企业发挥中式园林建筑、港口公
路建设、水泥厂建设等具有镇江地域特色的技术特长，
在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和欧盟等地承接了39个基础
设施项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数占1/2，营业
额占2/3，打造了“一带一路”的镇江基建品牌。

我市商务部门表示，多措并举招商引资，是今年开
放经济的重要抓手，也是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
目前，各辖市区自报，一季度，全市新签约项目 62个，其
中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0个。值得一提的是，亿元以上制
造业项目22个、占比73.3%。新签约大项目包括总投资
12亿元的新区中科科创大数据产业园、总投资 1.2亿美
元的新区传奇生物科技、总投资15亿元的高新区电子存
储项目、总投资9亿元的丹阳锂电池设备生产线等。

平台招商也取得重要突破。中欧校友会每周都有客
商来访，目前共有18个中欧校友项目在谈，其中多个项目有望近期签约，总投资50
亿元的宁德新时代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浙江商会以专业产业园区合作为主要模
式，生命科技产业园、天笑精密制造产业园等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 （朱婕 周琴）

退城进区后，健力宝技改发力焕发
“第二春”；小小胶囊立足品质追求，拓展
市场做出大文章……日前，市委宣传部、
市网信办组织“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
量发展”网友看项目议发展活动。首站选
在丹徒区，一众网络大咖一路走一路看，
震撼于丹徒产业强区激发的澎湃动力。

健力宝不仅没有淡出镇江，还依然
活得很好。这是许多网友走进健力宝
饮料有限公司的深切感受。早在 1996
年，健力宝镇江饮料有限公司进驻镇
江。地点位于现在丁卯吾悦广场位
置。与镇江结缘18年后，响应新区科技
新城“退二进三”的号召，健力宝2014年
迁入丹徒新城食品工业园。

走进公司厂区，几乎看不到多少工
人。这得益于设备的自动化改进。近年
来，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全力推动“两化”
融合，分别从美国和意大利进口全自动
生产线，其中从意大利进口的塑瓶装饮
料生产线具有全球先进水平，配置意大
利西德乐公司进口吹灌一体机。据公司
行政部主任徐金生介绍，实现吹瓶、灌注
连线生产及全自动化控制后，单班操作
人数由8人减少至3人。目前厂区配备
的工人仅有五六十人，真正实现了机械
换人、自动化换人的目的。老树发新枝，
去年企业年产值达到1.2亿元。

2012年毒胶囊事件爆发，胶囊产品
的质量问题陡然进入公众视野。走进
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网友们旧事重
提，对企业产品品质非常关注。公司负

责人也积极回应。自从丹徒建厂以来，
仅仅用了 12年，力凡胶囊就把当初 30
亿粒的产能提升到如今的 150亿粒，成
为当前国内最大的硬胶囊生产企业之
一。大浪淘沙屹立不倒，做大做强的背
后，源自企业对产品品质的追求。

公司技术总监刘培勇告诉记者，公
司将国外先进的空心胶囊生产技术与
中国多年的生产实践经验有效结合，整
个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不利于人体
健康的物质，拥有常年恒温的十万级
GMP洁净车间。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到
了异常苛刻的地步。他举例说，公司对
生产的胶囊共设置了 4个摄像头，每个
摄像头拍6遍，再与模板对照，确保外观
质量标准合乎规范。

从粗加工后的铝锭，到半成品、成
品的汽车模具，在江苏润模汽车检测装
备有限公司车间，网友们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感叹于企业技术上的精益求精。
这家主营汽车主模型和检具业务以及
新型检测设备设计制造的公司，引进国
际先进的加工测量设备，先后为一汽集
团、北汽集团、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北
京奔驰等23家主机厂以及延锋饰件、法
雷奥等 55家零部件厂商提供了汽车检
具、汽车匹配主模型产品1300余套。公
司行政管理部部长巫迎春告诉记者，市
场前景极好，但受制于产能有限，去年
公司年产值达 3000万元。今年将添置
设备，全力扩大产能，计划实现年产值
6000万元，完成翻一番的目标。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是
你们的座右铭，电光火石之间，
厘米微米之差，彰显的是执着、
耐心、专注、精细，如醉如痴、如
琢如磨……”这是首届“扬中工
匠”表彰大会的颁奖词。日前，
扬中 12位优秀高技能人才获评

“扬中工匠”荣誉称号。
当前，扬中经济发展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弘
扬“工匠精神”对于提升产品质
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具重要意
义。正如扬中市委书记潘早云
所说：“从改革开放前的‘瓦匠’

‘木匠’‘篾匠’，到今天受表彰的
产业类、非遗类乃至企业家‘工
匠’，在扬中发展转型的历程中，

‘扬中工匠’的身影从未缺席。”
首届“扬中工匠”可谓个个

技艺高强。如，叉车王孙柏新，
能准确控制叉脚的水平高度、前
后进出叉尖的距离，达到厘米、
甚至毫米的精度。在省首届叉

车司机职业技能大赛中，孙柏新
喜获第一名，并被授予省“技术能
手”“五一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
铸造精英周鹤军，用三年时间安
装了200余台设备，翻阅了上千篇
学术文章，将多晶铸造工艺烂熟
于心。为了让公司的第一个重要
研发项目坩埚免烧结，周鹤军连
续6个月，天天加班，反复做试验，
从装料到出炉，每个环节，仔细
看，认真记，凭借他的不懈努力，
刻苦钻研，该项目最终获得成功；
电网保护神范洋，以超乎常人的
韧性和坚持，不断学习，不断实
践，从事着相对枯燥的专业，练就
了一身过硬的本领，解决了电网
运行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获得
省QC管理成果一等奖……

实现“扬中制造”到“扬中创
造”的转变，需要千千万万专注手
艺、敢于创新、追求卓越的扬中工
匠。仅2017年，扬中获评高级工
以上的高技能人才达到1607人，

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339人。
扬中总工会主席管拥军说，

“扬中工匠”的诞生，离不开企业
的培养。扬中不少企业通过建
立畅通职业培养机制，健全科学
有效的激励保障制度，形成尊重
工匠，学习工匠，争当工匠的良
好氛围。“工匠精神”已成为扬中
企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建设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江苏亿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弘扬“工匠精神”领导小组，开展
质量专题知识讲座、知识竞赛、质
量月、“Qc”小组、导师带徒、技术
比武、岗位练兵、6S管理等活动，
大力实施员工能力提升工程。公
司先后培养了94名高级车工和钳
工，41名中级铸造工，每年投入近
80万培训和奖励经费，技术革新
新增经济效益近300万元；威腾电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英才
工匠”训练营，招募本科学历、优
秀青年业务骨干参与，通过团队

集中培养和个体专项培养，经考
核评估，优秀员工可优先获得中
层管理职位、核心技术和销售职
位晋升的机会，对获得初级工、中
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资深技师、
威腾工匠6个等级的员工每月增
加技能津贴；江苏银佳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开展师带徒活动，将活
动成果与工资相挂钩，调动员工
主动学技能、学技术的热情。注
重发挥人才的作用，技术人员对
结构等进行改进，成功将ABB授
权MD－max柜型推广到轨道交
通行业，成为授权金牌合作伙伴，
增强企业影响力。

如何进一步发挥工匠的“传、
帮、带”作用？扬中市总工会主席
管拥军说：“下一阶段，我们将放
大‘扬中工匠’的示范、引领、辐射
效应，与有关部门一道组织能工
巧匠、传统工艺大师向职工传授、
让职工传承绝技绝活，让更多的
职工拥有一技之长。”

“e办事”=“易办事”
二重港口经营许可证
交通部门网上一天办好

本报讯 近日，二重集团（镇江）重型
装备厂有限公司的张先生收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颁发的《港口经营
许可证》，特别高兴，“非常感谢市交通运
输局各部门的热情服务，镇江‘e办事’，
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易办事’！”

窗口负责人告诉记者，二重集团（镇
江）重型装备厂有限公司码头经过近几年
的建设，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具备了港
口生产条件。为确保该公司尽早实现码
头经营，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做好办证前的
指导服务工作，仅用一天时间就为该公司
办好了《港口经营许可证》，比承诺时间缩
短了整整6个工作日。（冯杨 谷旗 曾海蓉）

在我市医疗战线上，
奋战着这样一群人：他们
是生命奇迹的创造者与呵
护者——市第四人民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的医护团
队。自2014年我市第一例
试管婴儿在该中心获得成
功后，数年来，每年都有百
余名试管婴儿在此诞生，
为越来越多的家庭送去莫
大幸福！

作为市四院生殖医学
中心医生中的一员，医学
博士朱小兰凭借突出的临
床工作与科研成就，不久
前荣获了 2018年“镇江市
十大杰出青年”称号。面
对荣誉，朱小兰说，一路走

来，她其实并没有过于“高
大上”的理想，只是在前辈
们的指引下尽己所能，踏
踏实实地做着每一件事。

江大“医学板块”
最年轻的硕导

朱小兰于2004年来到
江苏大学读书，从本科一
直读到博士。今年才32岁
的她，已是江大“医学板
块”最年轻的硕士生导师。

“我高中是理科生，考
大学填报专业时没有想太
多，就报了医学。”朱小兰
笑着说，在学习上，她一路
走得都挺顺。江大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她应聘成为
市四院的医生，后又继续
深造，取得博士学位。

科研成果丰厚是朱小
兰最为突出的成绩。近 5

年，她共发表论文30余篇，
多篇论文在知名期刊发
表。由她主持参与的科研
项目有15项，共中，获得国
家专利1项，在审中的发明
专利 2项……朱小兰的工
作成绩得到业内广泛认
可，先后被多个国家和国
内省市级学术团体吸纳为
常委或委员。

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
的科学，朱小兰说，从大学
开始，她就每天都把功课
排得满满。做实验是一件
枯燥的事，读研时，她几乎
每天都和同学相约在实验
室，早出晚归。

朱小兰说：“所有医
学生其实都是这样的，如
果 你 觉 得 自 己 辛 苦 、委
屈，其实比你辛苦也比你
努力的，还大有人在。”

（下转2版）

个体工商户简易
登记2.0版本推出
民间“盘店”无需“一歇一开”

本报讯 由市审改办、工商局、政务办
联合推出的个体户简易登记“2.0版本”日
前正式启用，这改变了原先民间“盘店”的

“一歇一开”模式。润州区赵亚东食品店
成为首个受益者，仅前往办理窗口一次，
就完成了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更登记。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变
更登记便利化，市审改办、市工商局、市政
务办三部门联合推出个体户简易登记改
革，明确了多项简政放权举措。改革前，
个体户经营者之间转让营业，只能办理原
个体户注销和新个体户开业，办理流程复
杂、材料多，需申请人来往窗口至少两
次。如今，只要双方签订转让协议、明确
债权债务，就可以直接办理经营者变更登
记，申请人只需前往办理窗口一次，并且
原个体户字号名称也可延续使用，改变了
原有“一歇一开”登记模式，放宽了个体户
正常经营活动的限制。

下一步，我市工商部门将继续推进注
册便利化改革，探索个体户跨辖区迁移，
在放宽登记条件、减少登记限制的基础上
创新登记方式、提高登记效率。

(田丽圆 葛鹃 朱婕)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奋斗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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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走进丹徒感受发展热度——

老企业焕发“第二春”
小胶囊做出大文章

本报记者 陈志奎

潜心研学 追求卓越 匠心筑梦

“工匠精神”助力扬中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袁 刚 本报通讯员 常三五 王 艳

聚力产业强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营商环境大提升

让生命的太阳照亮千家万户
——记市四院生殖医学中心医学博士朱小兰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钱菁璐

昨天，位于句容的恒大童世界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由恒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打造世界级童话神话乐园，项目投资约49亿元，目前，童话大街桩基完成90%,基
础完成60%,主城堡土方开挖完成50%,人工湖桩基完成35%。 石小刚 摄影报道

恒大童世界紧张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