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版4

中共镇江市委机关报
ZHENJIANGZHENJIANG DAILYDAILY

高度·贴近·融合 第12815期
星期日

天气预报 多云到晴 东北风 2-3级 21℃到 31℃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5 邮发代号 27—16 金山网：http://www.jsw.com.cn 投稿邮箱：zjrbzbb@163.com(文字) 1048470914@qq.com(图片) 值班 徐肖东 责编 吴斌 美编 方舒 校对 田正军

2019年9月8日
己亥年八月初十

8月 30日，A股上市公司千禾味
业一则“收购镇江醋企恒康”的进展
公告，在波澜不惊的醋业市场激起了
阵阵涟漪。镇江香醋的大本营又一
次响起“狼来了”？

收购恒康顺利迅速

千禾味业的公告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
关议案，同意以现金 1.5亿多元的价
格收购镇江恒康酱醋有限公司100%
股权。8月29日，千禾味业收到镇江
恒康酱醋有限公司的通知，其已办理
完成董事、监事、经理备案，章程备
案，工商联络员备案。本次变更登记
之后，镇江恒康的股权结构中千禾味
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占比100%。

早在6月16日，千禾味业就已披
露消息，已签署相关协议，拟以现金
分期支付方式收购镇江市恒康调味
品厂与生产、销售食醋相关的资产及
镇江恒康酱醋有限公司100%股权。

从一开始披露收购意向到完成
这笔 1.5亿多元的股权交易，历时不
到 3个月，收购之顺利、速度之快捷
令人惊叹！此举距离2017年1月，海
天味业以 4000多万元的价格收购镇
江丹和醋业70%的股权，不过才两年
多时间。国内又一家调味品上市公
司进军镇江香醋产业，其背后的市场
逻辑是什么呢？

剑指香醋意欲何为

镇江市醋业协会有关负责人朱
炳国直言不讳：“千禾味业就是奔着

‘镇江香醋’这块金字招牌来的，这是
企业自主行为，而市场也是开放的。
镇江香醋有着‘集体商标’和‘地理标
志产品’的双重保护，2018年品牌价
值已达到458.92亿元，位列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第二，仅次于‘茅台’。
通过股权收购是进入镇江香醋产业
的捷径，千禾味业能更好更快地分享
醋业大蛋糕。”

位于丹徒区的恒康公司，长期处
在镇江香醋行业的第二阵营，出产

“金山寺”“恒康”“镇恒”等品牌的镇
江香醋，主要销往江浙沪皖、湖北、新
疆等地。千禾味业收购恒康可以直
接获得年产万吨的镇江香醋产能“底

子”。那么，买家千禾味业又是怎样
的“外来和尚”呢？

据知情人士介绍，千禾味业成立
于 1996年，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我
国调味品行业的后起之秀。千禾味
业原主要生产经营焦糖色，其客户包
括了海天、李锦记等调味品大佬。
2001年左右，千禾进入酿造酱油和醋
产品行业，推出了千禾品牌，没想到
跨界转型大获成功，成为“西南酱油
王”。凭借“有机”和“零添加”的生产
经营理念，千禾抓住了中国消费升级
的机遇，成长为国内高端酱油市场的
黑马。2016年千禾味业在上交所A
股上市。

上市后，千禾味业发展迅猛，其
年产 25万吨酿造酱油、食醋生产线
扩建项目的首期年产 10万吨酱油生
产线已基本建成；第二期酱油生产线
和食醋生产线将在 2020年左右建成
投产。此次千禾收购恒康，既可借助
镇江香醋之名，加速产能扩张布局，
又可将恒康作为地区生产基地，就近
服务华东市场。

能否激发鲶鱼效应

看来“西南狼”千禾味业收购恒
康志存高远。有关知情人士也透

露，这“狼”还是丹徒区主动招商引
进来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镇江
的香醋产业缺少像华为老总任正非
常常疾呼的那种“狼来了”，要时刻
保持警醒和忧患意识的“狼性文化”
因子……前两年海天味业进军镇江
香醋产业曾引发行业集体思考，但
纵观近两年来醋业整体发展，不温
不火。而产业发展，慢进也是一种

“退步”，“引狼入室”或可促进“食草
型”企业居安思危、奔跑起来，把镇
江香醋产业做到极致。

业内人士还表示，外来资本与制
造业的嫁接，可以为产业的发展壮大
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提升，或可带来裂变效应。如海天味
业控股丹和醋业后，先后投入了3000
多万元，令丹和的产能由原来的年产
7000吨提高到了 3万吨；年销售额也
从 2016 年的 2500 多万元，增长至
2018年的 6000多万元，今年有望达
到8000多万元。

如今，“醋城”镇江格外热闹，行
业巨人“海天”早已入驻，新秀小弟

“千禾”也闻香而来！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相信“与狼共舞”，风云际会的
镇江香醋产业定会活力澎湃，上演新
一轮产业发展的重头戏！

本报记者 司马珂 栾继业

人才不想来、留不住，是小城市发展难以走出的
困局。如何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激发人才创新创业
活力？带着这样的思考，近年来，扬中进行了探索实
践，用“靶向+保姆式”服务，打造人才双创新高地，
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扬中路径”，为高
质量发展释放人才“磁场效应”。

贴心定制“英才卡”，搭建人才“温暖家”

“人才卡提供了多种生活便利，让我们这些在扬
创业的外地人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江苏
津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学，领到扬中市
人才办工作人员送来的“江洲英才卡”时这样说道。

别看一张小小卡片，功能却不少，“为全市各类
人才提供免费公共交通、定期体检、健身休闲服务，
切实解决人才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实际问题。”扬
中市人才办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为解决人才在扬生活难题，扬中着力建
设人才“十分钟品质生活圈”，实施“江洲英才一卡
通”工程。此次申领到首批“江洲英才卡”的人才为
该市入选省市各级人才工程的对象，共 495名。其
中，博士 187人，硕士学历 150人，占 68%；来自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 156人，占 32%；从地域来看，来自省
外的人才272位，占55%。

与此同时，扬中还实行了“一把手”联系人才责
任制，实行“月到访、季座谈”制度，以组织关怀增强
向心力；构建“1+X”人才新政体系，建设人才“一站
式”服务窗口，助力人才建功立业，以业拴心留人。

政府购买“企业诊断”，厚植人才成长“沃土”

“政府花12万元为我们购买的这项服务比现金
超值 10倍！帮助企业职工找到了差距，诊断出症
结，促进企业人才快速成长。”让扬中江冠电器有限
公司董事长包启龙赞不绝口的服务，就是扬中创新
实施的TSQ“引智强企”诊断项目。

2016年，扬中开始实施 TSQ项目，以政府购买
服务形式，引进“企业医院”—工信部电子五所TSQ
（质量可靠性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完成对15家智能
电气领域企业 53项指标的“体检”，为企业研发创
新、管理优化、质量控制提出精准的整体解决方案，
提出改进建议227条。

据工信部反馈：“单个企业对接‘企业医院’的不少，
多数为理念超前的精英企业，而扬中是江苏省首家购买
一打‘企业诊断’服务的政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提供创业“钱袋子”，吸引高质“金项目”

来自西安的35岁小伙栾鹏最近有些忙碌，经常
往返于扬中、西安两地。作为江苏蓝鲸压电科技有
限公司CEO，一方面要在扬中忙新公司的装修事宜，一方面要去西安对接项
目落地工作。日前，其公司的压电新材料项目，成为扬中市人才科技创业投资
基金首个投资项目，并获得了2500万元的创投资金。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以及市场前景广阔。”这是8月份在扬中市人才科
技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上，参会委员对该项目的评价。

为拓宽优质项目的融资渠道，助力人才干事创业。今年4月，扬中市首个人才
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总额2亿元，政府出资，委托专业基金管理公
司市场化运作，通过股权投入、阶段参股、跟进投资、融资担保等形式撬动社会资本，
为落户扬中的人才创新创业提供融资支持和天使投资，打造“人才＋项目＋产业”
合作新模式。目前已完成对首批4个项目的审核入库工作。 （下转2版）

千万宝华玉兰
教育基金启动

本报讯 6 日，在 35 个教师节前
夕，以“情系宝华 玉兰花开”为主题
的句容市宝华玉兰教育基金启动。
第一批资金约320万元，共奖助学生、
表彰教师600余人。

据了解，句容市宝华玉兰教育基
金会是由江苏宝华新城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捐赠，启动资金 1000 万
元。资助对象为宝华镇贫困学生、困
难教职工，同时也用于优秀教师、学
生的奖励以及句容市域高中教学成
果突出教师团队的奖励。

新城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创立宝华玉兰教育基
金根本宗旨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和
成长。宝华玉兰教育基金将充分发
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致力于帮助困难
学子安心学业、激励优秀教师潜心教
学，吸引更多的热心人士关心和支持
教育事业发展。

句容市委常委、宝华镇党委书记
孙卫军介绍，基金将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依靠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系列化的监管制度，确保把基金会的
每一分钱都用在教育上，把温暖和爱
心传递到每一位师生身上。

近年来，宝华镇大手笔推进教育
设施的建设，不断提档升级教育配套
设施。投资数亿元，新建铜山小学教
学楼、全面改造铜山幼儿园，极大地
改善了北片学生就学条件；投入 600
万元新建宝华花园双轨制幼儿园，满
足安置小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新建
3轨 9个班的恒大雅苑幼儿园园，方
便商业小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引进
南外仙林分校宝华幼儿园，拉动宝华
教育资源提档升级；新建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60 亩的新宝华中学。目
前，该镇现有学校 9所，其中幼儿园 5
所、小学 2所、初中 1所、社区教育中
心 1 所。教育投入在句容市名列前
茅。 （欧阳若晨 庆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追
寻历史的脚步，深度体验红色文化、
感受红色文化魅力，让红色旅游成
为旅游热点。今年以来，我市通过
打造精品游线，构建体验式红色教
育模式，广泛开展红色教育体验活
动，深化拓展红色教育体验成果，让
镇江的红色文化活了起来，火了起
来。

镇江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共有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总前委
旧址纪念馆、渡江文化园、焦山古炮
台等文博场所、文物保护单位、革命
人士故居等 30 多个红色教育基地
（景区）。我市不断深入挖掘和整理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和能力。如以茅
山新四军纪念馆为龙头，积极推进
了磨盘山新四军抗战旧址群（新四
军后方医院、军械所）的建设，新建
成包括餐饮、会议、住宿等在内的多
功能综合服务体——茅山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中心。在硬件条件提升的
同时，我市精心策划，将这些红色教
育基地，由点串成线，对外发布“一
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红色教育体
验精品线路。据统计，截至 8月底，

全市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学习
参观、培训的党员群众 121.5 万人
次，产生良好社会效应。

如何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我市
推出了体验式红色教育模式。茅山
爱国主义教育培训中心，按照“一流
的教学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
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材和一流的
示范性课程”的要求，专门邀请专
家、学者，进行精心设计、完善多种
形式的教育活动和教学课程。全市
各红色教育基地也同步组织开展红
色文物展览、红色艺术展演、红色书
籍分享、红色电影放映等活动。此
外，我市还把红色文化与生态文化、
古迹文化和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进
行融合，开发红色教育文创产品，举
办红色教育经典景区、精品线路、精
品文创产品推介会，营造推进体验
式教育的浓厚氛围。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广泛
开展红色教育体验活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市委、市政府举办“传承红
色文化、不忘初心使命”红色教育体
验活动启动仪式，下发活动通知，分
层分类、有序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参
加红色教育体验活动。 （下转2版）

打造精品游线 构建体验模式

镇江红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

本报讯 2019 年第 32 届中国
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将于9月9日-11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为方便企业参加北京眼镜展，展会
期间，“丹阳眼镜城号”G106次列车
于今年9月6日起试运行，7:12从上
海虹桥站始发，8:08 在丹阳北停
靠。此后每隔一天在丹阳北站停靠
一次，也就是说，参加北京眼镜展的
朋友们，9月 8日、10日 8:08从丹阳
北乘坐“丹阳眼镜城号”G106次列
车可直达北京南站。

“丹阳眼镜城号”高铁专列的

开通，首次把丹阳眼镜城融入到上
海－北京 6 小时高铁经济圈。“丹
阳眼镜城号”京沪高铁冠名专列覆
盖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和
冀鲁皖苏四省共 23 个主要城市，
链接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两大城
市群，全年传播受众人群可达 7000
万人次。此次丹阳眼镜城携优立、
旭志两家品牌镜片企业强势登陆
京沪高铁，开通“丹阳眼镜城号”高
铁冠名专列，开启了丹阳眼镜品牌
战略宣传推广新模式，将“戴丹阳
眼镜 看美丽中国”的响亮口号传

播到大江南北。这是丹阳眼镜城
品牌推广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
着丹阳眼镜城由此进入“高铁引
擎”时代。

丹阳素有“眼镜之都”之美誉，
丹阳镜架年产量 1亿多副，约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镜片年产量 4亿多
副，约占全国的75%、世界的40%左
右。因此被誉为“中国眼镜之都”，
是世界最大镜片生产基地、亚洲最
大眼镜产品集散地和中国眼镜生产
基地，也是“中国百佳产业集群”。

（通讯员 罗玲 记者 佘记其）

品牌推广融入京沪6小时高铁经济圈

“丹阳眼镜城”冠名G106次列车

佘记其 摄

千禾味业以1.5亿多元现金收购镇江恒康100%股权

“与狼共舞”，香醋产业能否活力澎湃

发展全域旅游发展全域旅游 共享美好生活共享美好生活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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