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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诸丽琴 周
洁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江苏华电戚墅
堰发电有限公司建厂 100周年。
10 月 21 日，“百年戚电再出
发”大会在戚电公司红色教育
基地举行。市委副书记、代理
市长盛蕾寄语企业：在百年新
起点，乘势而上再出发，砥砺
奋进开新篇，为建设“强富美
高”新常州贡献更多力量。华
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居斌，市政府秘
书长周承涛，经开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永强参加
活动。

戚电公司始建于 1921 年，
至今已走过 100 年光辉历程。
百年来，戚电人创造了中国电
力史上多项“第一”：开创了全
国农村电力灌溉的先河；建立
了江苏省电力系统第一个党支
部；安装了我国电力发展史上
第一座列车发电设备；大胆改
革安全奖励制度。

进入新时代，戚电公司坚
持改革创新，以“创建清洁能

源基地，构筑环保电站典范”
为目标，成功实现由传统煤电
企业向大型清洁能源发电企业
的华丽转身，连续多年获得常
州市“五星级明星企业”称号，
为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
定可靠的电力、热力保障。目
前，戚电公司已投产了 6台天
然气机组，装机容量从 48 万
千瓦跨越到 217 万千瓦，位居
全国前列，已成为江苏电网骨
干调峰电源点之一，是国内天
然气发电领域起步最早、机型
最全的发电企业之一。
盛蕾向戚电公司建厂 100

周年表示祝贺。她说，戚电公
司的成长壮大，是一部自强不
息、自力更生的发展史，一部
艰苦创业、建功立业的奋斗史，
一部勇争一流、勇立潮头的创
新史。
盛蕾指出，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明确了常州打造“国际化
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
的城市定位和“532”发展战
略，企业是推动常州走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列的主力

军，戚电公司作为中央直属大
型电力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度融入全市发展大
局，赓续红色血脉，扛起时代
担当，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把
企业打造成为综合实力强、文
化底蕴深的百年名企。市委、
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戚电公司的建设与发展，为
戚电公司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
环境、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
务。

戚电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振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切实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
全面领导，胸怀“国之大者”，
履行央企责任，把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进世
界一流燃机示范企业创建、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为国
民经济发展提供安全清洁可靠
的电能、热能的一流业绩。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戚电公
司 《百年戚电》图文集和 《力
行之道》企业文化体系。

本报讯 （彭佳元记者 徐
千翕）10月 19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传来喜报，常州诚磊阀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挂牌新三
板，股票代码：873631。

诚磊阀门成立于 2016年
8 月，位于横山桥镇，主营
业务为电动执行器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电动执
行器产品接入专用网络，可
实现对阀门的集中控制和管
理，从而实现远程无线监控
控制。其中，企业自主研发

生产的 Q(S)系列阀门电动执
行器，广泛应用于电站、石
油、化工、建筑、水处理、
城市建设等行业。
此次成功挂牌新三板，标

志着诚磊阀门步入产业经营和
资本运作双轮驱动的快车道，
有助于企业激活创新创造引
擎，充分发挥标杆引领示范作
用，走“科技 +创新 +资本”
的发展新路径。截至目前，经
开区共有上市企业 11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19家、股改企
业 93家。

本报讯 （彭佳元 记者 徐
千翕）为引导经开区中小企业
抢抓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先机，
以股改上市推动企业跨越发展，
10 月 18 日，经开区举办宋剑
湖商学院第 2 期北交所专题培
训班。经开区领导马建立、马
健出席活动。

本次培训以“直通北交
所、拥抱新机遇、共创新未

来”为主题，邀请专家围绕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和北交
所设立改革等专题进行授课，
全区 80 余家潜在赴北交所上
市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课
后，靓时新材、昊升电机、晨
光金属、迅安科技等 10 家拟
在北交所上市重点企业代表进
行座谈交流，企业负责人详细
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上市进

展和存在问题。
今年，常州经开区抢抓新

三板改革和北交所设立机遇，
推动优质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和北交所上市融资，目前已
组织北交所专题培训班 2 次，
培训企业 200余家次。经开区
科技金融局和各镇、街道将继
续做好统筹协调服务，为企业
对接资本市场搭好桥、探好路。

本报讯 （记者 戴雪燕
周洁茹） 10月 20日，葫芦岛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王大南率党政代表团来
常州经开区考察交流。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李林，经开区
领导顾伟国、周永强、马健参
加活动。

代表团一行首先来到经
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听取行政
审批改革工作情况介绍。
2017 年，常州经开区被列入
1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逐步
实现“办事不出经开区、办事进
一个门、一枚印章管审批”三步
走目标。今年以来，经开区推
出“零号”窗口、跨省通办、免证
办等多项创新举措，打造“经开
事 精心办”政务服务品牌。代
表团认为，经开区的一系列创
新举措亮点突出、成效显著，
值得学习借鉴。

在常州轨道交通产业展
示馆，代表团边走边听边看，

感受常州轨道交通产业的魅
力。轨道交通产业是经开区的
主导产业之一，在央企和民营
企业的带头下，催生了一批从
事轨道交通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开发、技术转移转化、创新创
业孵化的企业，形成了轨道交
通产业集聚格局。代表团认
为，经开区立足资源优势，做
优做强特色产业，形成了欣欣
向荣的发展态势。

代表团还走进常州博瑞电
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考察中，代表团表示，
葫芦岛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
展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更加积极主动做好对接，进
一步学习借鉴常州的市场观
念、管理理念、政策优势，
强化旅游资源互补、市场共
建、客源互送，探索“飞地
经济”新模式，全力推进对
口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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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洁茹）
昨天上午，淮安市委书记陈之常
一行来常考察交流。市委书记陈
金虎陪同活动。在常州经开区，
陈之常一行考察中天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市委秘书长、市总工会主
席方国强，经开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周永强参加活
动。

作为国家级特大型钢铁联
合企业，中天钢铁历经 20年跨
越发展，年产钢达 1300 万吨，
营业收入超 1400亿元，连续多
年位居全球钢企粗钢产量 50

强、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民
营企业百强、中国制造业百强行
列。目前，中天钢铁已形成建筑
用钢、工业棒材、工业线材、热
轧带钢四大产品系列，产品主要
涵盖轴承钢、帘线钢、齿轮钢、
弹簧钢、易切削非调质钢、冷镦
钢等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
钢种，远销近 70 个国家和地
区。

考察团首先参观了中天钢铁
企业形象展示馆，观看了企业宣
传片，了解了绿色精品钢（通州
湾海门港片区）项目的建设推进
情况。在集团南厂区，考察团了

解了第三炼钢厂“5G+ 数字钢
厂”发展概况。陈之常等领导详
细了解集团发展历程、现状规
模、产品技术、二次创业等内
容，并对集团始终坚持创新投
入、转型升级的做法表示肯定。

陈金虎对陈之常一行来常考
察表示欢迎。他说，常州与淮安
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携手
并进的好伙伴，长期以来都保持
着友好交往和互动交流。常州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了“十四
五”期间，常州围绕“国际化智
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
定位，大力实施“532”发展战

略，奋力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前列。当前，淮安正聚焦打造
“绿色高地、枢纽新城”，全面建
设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
目标清晰，催人奋进。随着交通
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常州与淮安
的联系将进一步紧密。真心希望
两地联手抓住机遇，高举创新大
旗，发挥产业优势，在交通建
设、产业发展、红色文化、生态
治理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齐心
协力为全省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
献。

陈之常感谢常州对淮安的支
持。他表示，常州人杰地灵，是

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摇篮。“十四
五”期间，常州“国际化智造名
城、长三角中轴枢纽”的城市定
位和“532”发展战略，以及推
出的一系列推动创新创业和招引
人才政策，让他们对这座江南名
城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此次来
常考察，就是想借鉴常州发展经
验，加深两地交流合作。希望双
方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文旅交
流、科技创新，在区域协调发展
中拓展新空间，将两地丰富的红
色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共同做好生态治理这篇大文
章，为全省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