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忠柱是环太集团大循环
车间的负责人，正守着操作台，
盯着循环“大数据”，即使2019年
春节，他也没有离开过岗位。在
这里，金刚线切割产生的废水经
过循环系统，源源不断吐出“真
金白银”：废水经在线回收，进入
循环系统，每天产生近 800吨循
环水再回到切割车间；废水中提
炼出来的硅料也具有价值……

切割车间的 87 台切割设
备、30 多名操作工人节日期间

“两班倒”。工程师黄振华告诉
记者：“这样的满负荷运转状态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没有中
断过，除夕夜机器也没停，好像
回到了从前。”

其实，这个“从前”，并没有
远去。2011 年受到“双反”冲
击，光伏行业一片惨淡，直至
2014年，摆脱危机，产量快速增
长。“那时候，订单多到来不及
做，春节也不放假，到 2017年，
光伏市场再次恢复红火，一片硅
片的价格保持在 5—6元。”总裁
助理、副总吴明山是企业元老，
经历多次行业大洗牌，回忆这段
从前，他的眼中似乎并没有太多
神采，“那个时候，市场、技术、销
售‘三头’在外的被动局面，还没
有被完全打破！”

意识到这一点的环太，自然
不会满足于“只要干，就能赚”的
火爆市场，就在同行纷纷扩大产

能时，他们静下心来酝酿“双市
场、双产品”战略，“简单来说，就
是考虑如何实现不把鸡蛋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2017 年，环太
拿到了来自挪威合作商的第一
张国际低碳认证，意味着，仅这
一单，每月硅片出口量可达到
100万片，随后印度等市场逐步
打开，进入国内国外“双市场”模
式；在领军多晶硅片市场的基础
上，启动单晶项目，开始“双产
品”闯天下。

去年，“531”新政出台，红火
的光伏行业骤然入冬，1个月内，
国内市场需求几乎降为零，硅片
单价跌至2.2元，创下历史新低。

盘点环太 2018年“大事件”
和业绩，却无拐点：产量不减反
增，全年产量提高 20%；利用包
头等地的资源优势，实现高耗能

产业西迁；精耕韩国、马来西亚、
越南等市场，出口额达到 1.4亿
美元，海外市场占 45%；新上高
效单晶项目，优化产品结构，适
应单晶快速成长为主流产品的
新形势。“能够在不利因素的冲
击下，站稳脚跟，主要是得益于

‘双市场、双产品’战略。”吴明山
分析，追根溯源还是源自环太敢
于干事创业的精神。

1月29日，农历狗年腊月二
十四，大循环车间里，姚忠柱为
车间工人安排春节期间“两班
倒”工作计划，“机器不停，我们
不停”；年终总结大会上，王禄宝
与销售、技术等6位副总分别签
下了“责任状”：2019 年硅片产
量增长30—40%；单晶产量占比
提高至20%—30%；2年内，投资
2亿元新上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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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京口
区基层党建工作迎来一件喜事：
京口工业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暨
社会组织孵化器正式建成揭
牌。据京口区委组织部介绍，园
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
京口区基层党建再添活动阵地
和展示窗口，园区党员有了自己
的红色阵地和精神家园，这将有
力提升工业园区党建工作水平，
助推京口先进制造业板块功能
提升和产业转型。

京口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
许俊超告诉记者，园区党群服
务中心是园区党工委倾力打造

为党员群众和辖区企业服务的
综合平台，它发挥着三个中心
的功能：一是园区企业党建活
动中心，通过定期集中开展党
组织活动，支持中小企业党组
织建设，使中小企业既能专心
业务发展，又能紧抓党建不放
松；二是园区企业员工活动中
心，通过资源对接，为企业员工
提供系列公益培训和娱乐活
动，帮助企业员工健康成长，
提高工作效率，助力高质量发
展；三是园区企业和群众交互
中心，通过对园区困难群体的
走访，梳理困难群体的需求清

单，对接园区企业志愿服务等
资源，主动帮助困难群体解决
实际问题，让企业和群众的心
走得更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
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心，
共建共享温暖社区。同时，镇
江正益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心
的入驻，将为园区培育本土化
社会组织，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激发社会活力提供大力帮助。

据悉，2月 12日，京口区召
开了“奋进 2019”动员大会，要
求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向实处
着力、向深处拓展，坚定不移地
用新思想引领实践、破解难题，
要坚定不移地聚力重点、厚植优
势，干出一个“稳中有进”的质效
年、一个“改革开放”的突破年、
一个“创新优为”的活力年、一个

“城市形象”的提升年。
当天活动还邀请了中央党

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刘春作专题讲座，讲座的题目是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新
时期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谭艺婷 杨阳）

京口工业园区党群服务中心
暨社会组织孵化器成立

今年第一期大走访
大落实工作讲坛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19 年第一
期“大走访大落实工作讲坛”举行。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杨德才教授应
邀作“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分析”专题辅导。他以丰富的
信息数据、宏观的视野、生动的事实，对
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
了总体判断和分析，大家深受启迪。

会议指出，今年是作风效能建设
年，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要在大走访大
落实工作中深化思想认识、提升工作
质量，坚持问题导向、丰富走访形式，
强化使命担当、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
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记者 胡建伟）

可克达拉市行服中心
来我市跟班学习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政务服务
中心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新疆
可克达拉市行政服务中心一行40人来
我市跟班培训学习，为期9个工作日。

近年来，市政务服务中心与可克
达拉市行政服务中心进行了深入合
作，建立了深厚友情。此次开展互动
交流，为推动两市高起点高标准开展
政务服务工作有着积极作用。

跟班学习培训分为培训动员、业
务培训、跟班学习、培训总结等四个阶
段。可克达拉市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还
将与我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关窗口首席
代表进行结对拜师。 （曾海蓉）

6家非煤矿山企业
验收复工

本报讯 非煤矿山企业陆续恢
复生产，为吸取内蒙古“2·23”重大事
故教训，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连日来，市应急管理局和句容市
应急管理局组成联合检查验收组，对
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开展节后复产复
工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6家企业
经验收复工。

检查组深入井下实地检查作业现
场安全情况，严格按照验收标准和相
关规定，对提出复工申请的企业复产
前安全教育培训、隐患自查自改等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现场检查发现
的隐患和问题督促企业限期整改，严
把“三个不复产”关，即安全条件不具
备不复产、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复产、安
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不复产。

（高智 朱婕）

我市过半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拥有注册商标2666件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全市 404家战略新兴
产业企业中，227家拥有注册商标、共
计2666件，仅去年就有34家申请注册
商标 723件。其中，海昌隐形眼镜有
限公司的商标申请量、注册量、有效注
册商标量均排名全省前十。

市监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去年，
我市商标注册申请量 12559件，同比
增长 43.25%；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
申请量 28件，排名全省第 7位，同比
增长3.7%。

据了解，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11家，其中 943家企业拥有注册商
标5847件；我市高新技术企业715家，
其中 453 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 4352
件，2018年有80家企业申请注册商标
896件。 （朱婕 夏莉）

本报讯 经过近4个年头的编
辑整理，作为省级第三批非遗项目
的《蒋乔民间故事》，在春节前夕出
版。昨天上午，镇江高新区蒋乔街
道举行《蒋乔民间故事》首发仪式
暨蒋乔民间故事会启动仪式。

自实体化运作以来，在打造
“城市发展新空间、特色产业承载
地、创新驱动主引擎”的同时，镇
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也高度
重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高
度重视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
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作
为高新区实体化运作以来出版的
首部著作，《蒋乔民间故事》一书
的出版，是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高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公共文化事业
发展的丰硕成果，也是乡土文化
发展过程中的一件盛事、蒋乔人
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

今年，镇江高新区将依托境内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越地理
资源，以非遗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为
重点，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特
色和优秀品牌。借助《蒋乔民间故
事》首发这一机会，蒋乔街道正式启
动“蒋乔民间故事会”系列活动，计
划利用一年时间，通过说唱、诵读、
赠书、座谈等渠道，推动“蒋乔民间
故事”等非遗文化进村居、进企业、
进校园、进机关，以老百姓喜闻乐
见、贴近生活和实际的表演方式，进
一步增强《蒋乔民间故事》的传播
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杨凡 姜萍）

传承优秀文化 发扬“非遗”魅力

《蒋乔民间故事》举行首发仪式

我市与韩国富川市
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本报讯 应市政府邀请，从昨天
起至28日，韩国富川市政府代表团一
行对我市进行访问。副市长陈可可昨
天会见富川市副市长宋遗勉一行，两
市签订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协议书。

富川市属于韩国首尔都市圈中心
城市，人口近 90万，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可的文化创意城市。此外，该
市依托首尔的人力资源，致力于发展
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尖端产业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20世纪60年代，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赛珍
珠女士曾在富川生活开展了针对美兵
遗孤的慈善活动。由此，我市与富川
市因赛珍珠结缘，去年 4月两市赛珍
珠纪念馆签订了友好馆协议书。此次
富川市代表团访问我市，旨在商谈两
市开展赛珍珠国际学术领域的合作，
并开拓其他领域合作空间。

在镇期间，富川市客人将参观我
市规划展示馆、赛珍珠纪念馆和镇江
新区。 （记者 谭艺婷）

省应急管理厅来镇调研
本报讯 昨天，省应急管理厅副

厅长赵启凤率队，调研督导我市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记者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汇报会上了解到，去年以来，我市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实现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连续 17年“双下降”。在消
防安全工作方面，去年，我市全面提升
火灾防控能力和服务效能，火灾起数、
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分别同比下降
28.98%、75%、26.11%，连续 5年未发
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连续24年未发
生重特大火灾事故。

为做好安全防控措施的责任落
实，近期，我市将进一步加强节后复工
复产验收，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和执
法查处，同时加强应急处置和值班值
守等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裔玉乾参
加相关工作汇报会。 （朱婕 明悦）

环太集团：“双向”闯天下“点亮”世界
本报记者 朱婕 本报特约记者 孙薇

近日，中国能建葛洲坝集
团句容抽水蓄能施工项目部
全面做好工程建设节后收心
工作。25日，抢抓晴好天气，
江苏句容抽水蓄能电站上库
开挖与支护工程启动，上库大
坝回填、引水工区2号支洞开
挖与支护等开始全面复工。

邹先斌 栾继业 摄影报道

前天，位于镇江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江苏运达节后开工一片
繁忙。据了解，公司主要生产和装配汽车领域的精密注塑零部
件，2018 年销售增长超 10%，2019 年计划保持同等增长水平。
目前，车间已全部进入正常生产状态，全体员工铆足干劲力创
佳绩。 马镇丹 冯阳 陈惠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丹阳市
访仙红光村鸾集翔自然村的

“党员微家”内，一众老党员
正围着电视聚精会神地观看

“学习强国”内容，时不时大
家还讨论一番，学习氛围很
是浓厚。对于老党员们来
说，能够在电视上观看“学习
强国”，很方便。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分
PC端和手机客户端两大终
端，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互联网学习平台。对于许多
老党员来说，他们大多没有
或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
不会电脑上网。为了方便老
党员学习，丹阳市将“学习强

国”的内容进行录制，然后通
过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云平台”，将内容发送到
电视端，让老党员以及广大
群众能够直接通过电视屏幕
观看“学习强国”内容。

“能够通过电视观看，真
的很方便！”84 岁的老党员
张长兴告诉笔者，他把自己
的一间房子打造成了“党员
微家”，作为村里的一个党员
活动场所。

据介绍，自今年1月1日
“学习强国”APP上线以来，
丹阳市党员纷纷注册学习，
目前注册使用人数为 29010
人 ，全 市 党 员 注 册 率 达
53.6% ，学 习 总 积 分 23 万
分。 （茅猛科 史惠铭）

“学习强国”上电视
老党员们学得欢

长江禁捕在即
公安渔政将联合打击非法捕捞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警方官方
平台获悉，一场保护长江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专项行动正在拉开序幕。

近日，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
联合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监督支队，
专门召开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专项
行动动员会。据了解，此次长江禁
渔期为 2019 年 3 月 1 日零时至 6 月
30 日 24 时。往年，长江刀鱼、江蟹
可以持证特许捕捞，今年起，已取消
了此项规定，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
的全面禁捕。

警方提醒：禁渔期内，禁止一切
捕捞作业。在此期间，全市公安机
关将联合属地渔政监督部门在辖区
内开展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专项行
动，发动辖区群众举报涉及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件的线索，依法查处在
辖区水域内利用电、毒、炸等禁用的
方法进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犯
罪行为。 （景泊）

市领导督查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讯 昨天下午，副市长陈可
可率队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督查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针对前阶段大气污染防治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陈可可一行先后来到
润州区何家湾拆迁工地、高新区特教
中心建筑工地、京口中冶蓝湾建筑工
地，查看工地扬尘管控整改情况。三
家工地均存在大面积裸土未覆盖，未
完全达到建筑工地施工“六个百分
百”要求。

在何家湾拆迁工地现场，虽然工
地和马路有围挡，但是建筑垃圾长期
暴露，工地前方有一块大面积裸土未
完全覆盖。陈可可要求立即挂牌整
改，将此工地作为全市污染防治攻坚
大会后重点整改对象，落实主体责任
和部门，开展专人帮扶，限期整改到
位，否则予以通报，把建筑工地扬尘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进工地，陈可可一行走进一
家企业。在新区华东泰克西铸造有限
公司，原先企业熔炼炉使用焦炭作为
燃料，目前在建的项目是电炉代替冲
天炉，即将开始设备安装，预计4月底
完成安装，开始调试。陈可可对该企
业将技术升级改造和环保治理项目结
合的发展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各级各
部门在环保政策上服务好企业。

（杨佩佩 阙薇）

抽水蓄能电站
全面复工

江苏运达节后开工一片繁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