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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
声音，很多时候，一些声音尽管传
达至我们耳朵，但由于距离以及
环境的影响导致无法被采集，如
何将这些声音还原纯粹，摒除杂
音？日前，位于开发区的华神电
子有限公司找到了答案。

华神电子是一家生产移动通
讯设备的专业型企业，日前，华神
正式加入澳大利亚国家级研究中
心产业联盟计划，与澳大利亚体
育研究院、癌症研究中心等顶尖
科研机构成为联盟成员单位，共
同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昨日上午，在华神电子探测
仪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探测仪
芯片经过一整套流水线后，来到
工人手中进行最后的质检。据企
业负责人吉奕介绍，华神电子成
立于 2005年，是一家集移动通信
器件、商用无线网络设备及 IP核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自创立之初，华神
电子就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持之
以恒的动力，特别是在智能家居
领域，其研发的多媒体插座在业
内都享有盛誉。经过5-6年的设

备投入和人才引进，目前，华神电
子拥有 30 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
权，承担了多项市级科技项目，并
长期与江苏大学、上海大学等科
研院所进行产学研合作。自
2012年实现产品批量生产以来，
企业年产量在10万套以上，产值
5000万元，产品销往国内三大通
讯公司以及泰国、俄罗斯等。

正是由于华神电子在生产与
研发上的过硬实力，澳大利亚国
家研究委员会数学与统计学前沿
中心选择与华神电器进行滤波技
术及产品的合作研发。据了解，
此次与该中心合作的项目为高精
度去噪知识产权核及芯片研发，
是在传统移动通讯系统基础上进
行再研究。“在高层、电梯、地下室
往往会遇到手机、电子产品信号
弱，甚至没有信号的情况，这次研
发的新系统产品能够实现信号全
覆盖，从而提高移动通讯产品的
品质。”吉奕告诉记者，去年10月
他得知该项系统正在被研发，便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今年 5 月，
吉奕亲自到澳大利亚实地考察，
通过多方对比和试验后，最终决

定与其合作。“合作并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拿来主义’，研究中心是
将概念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系
统，我们公司则是将理论转化成
实践，先做成知识产权核进行大
规模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研发成
芯片，形成产业链。”

目前，澳方合作代表谢洪波
博士已经到达华神电子，针对滤
波技术开展为期一周的技术合作
研究与交流指导。“自然界里面充
满了音律和音频，无论在工程领
域还是生活领域，到处都有噪声，
任何的电子设备都需要滤波技
术，这样的技术成果可以广泛应
用到医疗装备、语音通讯等方面，
比如在电话通讯方面，我们可以
使手机声音传递更加清晰，更接
近真实；在航空航天方面，我们可
以让图像传播更加清楚；在军事
装备方面，可以让雷达、潜艇、飞
机传递更准确的方位图像……可
以说只要有电子设备的地方，我
们这个技术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洪波说道。

“从技术指标来说，可以将传
统的去噪技术信噪比提高2-5个

分贝，清晰度也增加一倍；从技术
手段上来说，它完全可以取代任
何一个普通的滤波器，因为系统
综合了信息理论、模糊逻辑还有
混沌理论，这代表着系统应该是
目前国际最先进的信号。”吉奕表
示，预计今年下半年该系统将正
式投产，目前公司已经和全球最
大的酒店电话机制造商山东比特
公司签约合作。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经
之路，下一步，华神还将在创新产
学研建设、海外研发机构、海外联
合实验室和国际学术研讨等方面
加强合作，充分发挥澳大利亚国
家研究委员会数学与统计学前沿

中心在尖端理论研究方面的核心
优势，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及产业
化方面的承载优势，从而促进华
神电子的健康快速发展。

（陈静 菀滢 文/摄）

华神电子与澳大利亚国家级研究华神电子与澳大利亚国家级研究
中心建立战略合作
双方合作研发的滤波技术产品下半年正式投产

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受表彰

大亚科技陈晓龙榜上有名

企业资讯

本报讯 近日，第六届江苏
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在宁举行，表彰了一批具备
高技术创新能力、高市场占有
率，拥有拳头产品、独门绝技，在
管理、制度、商业模式和企业文
化等方面均有所创新，热心公益
和社会事业的新型制造企业。

会上公布了第六届省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名单，我市大
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陈晓龙获表彰。

据悉，大亚科技集团是国家
520家重点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
头企业之一，是圣象集团有限公
司和上市公司“大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大亚集团

现有“大亚包装”、“大亚木业”、
“大亚信息”和“大亚汽配”四大
产业，拥有“大亚铝业”、“圣象地
板”、“大亚科技”等国内外知名
品牌和营销网络，拥有“圣象地
板”、“圣象实木复合地板”、

“DareGlobal铝箔”和“DareGlob⁃
al 人造板”等 4 个“中国名牌”，

“圣象及图”同时为“中国驰名商
标”。 （陈静）

恒宝股份连续五年入围全国软件企业百强
本报讯 日前，2017中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
企业发布会在京召开。我市恒宝
股份有限公司自2013年以来，连
续五年上榜。

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
合竞争力百强企业评选是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电子信息
行业联合会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联合开展。评选综合了企业规
模、效益、创新、信用评价体系等指

标，通过加权计算和专家评审，最
终确定百强企业名单。

据悉，恒宝股份前身为江苏
现代安全印制有限公司，2007年
更名为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深
交所上市。恒宝拥有亚洲最大的
智能卡制造基地和辐射全球的销
售网络与完善的服务机制，设有
29 个国内分公司和设立在新加
坡、印度和国内的6个子公司。公
司是致力于提供高端智能产品及

解决方案的江苏省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产品主要覆盖金融、通信、电子
政务三大行业市场，是国内各大
银行总行、国家邮储总局以及中
国移动、电信、网通、联通等通信运
营商的定点供应商，是维萨、万事
达国际组织在中国大陆的特许制
造商、中国银联卡定点生产企业，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产品定
点生产和销售企业。 （陈静）

前五个月全市完成
工业技改投资69.9亿元

行业动态

本报讯 日前，镇江市重点
工业技改项目观摩推进会在我
市召开，各辖市区发改经信条口
工业投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前，与会人员集中观摩了
我市仅一包装“精密机械制造”、
明月光电“高档镜片生产线”、大
亚科技“车轮轮毂搬迁改造”等
3个项目。会上，镇江市经信委
通报了当前镇江市重点工业技
改项目建设情况，并对“一切围

绕项目干”、确保实现“双过半”
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悉，1-5月，我市 26个重
点工业技改项目完成投资17.98
亿元，全市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69.9亿元，同比增长28.7%，完成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抵扣税 1.97
亿元，同比增长 16.6%。工业技
改在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 （陈静）

本报讯 10日上午，记者从
市商务局获悉，由国家商务部
颁布的 2017 年 1 号令《汽车销
售管理办法》于本月1日起正式
施行，同时废止 2005 年发布的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
法》。

与老版相比，新版的《办
法》有何不同？市商务局市场
体系建设科科长眭清华表示，
此次出台的新规最大特点就是
允许授权和非授权模式，打破
以往的4S店单一模式。这意味
着，市民也可从 4S 店以外的正
规网点购车，今后汽车超市、汽
车卖场、汽车电商等有望成为
新的汽车销售形式。

同时，新规的另一大特点
则体现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
护，尤其是选择权和知情权的
保护。“对于很多热门车型，消
费者经常遇到想及时提车，但
是商家要求加价的情况，还有
的经销商以按揭、保险等为条
件进行捆绑销售。”眭清华表
示，新《办法》规定，经销商应当

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
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
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
取额外费用。

此外，在监管方面，新规也
作出了详细规定，并明确了主
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和企业所承
担的法律责任。据介绍，根据
新《办法》，供应商、经销商应当
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90日内
通过国家商务部网站“全国汽
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基
本信息；备案的基本信息发生
变更的，应自信息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信息更新；新《办
法》实施以前已设立的供应商、
经销商应自本月 1日起 90日内
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
系统”备案基本信息；在完成备
案基本信息以后，应及时通过

“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
报送汽车销售数量、种类等信
息。

（王晓锦 丽娜）

本月起《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供应商、经销商须3个月内在官方平台备案基本信息

鸣谢本版协办单位：

市商务局
市人社局
市工商联
万善酒业公司

空天动力复合材料
及其应用专业委员
会调研恒神

近日，空天动力复合材料及其
应用专业委员会专家近百人专程
来到我市恒神股份参观考察。专
家们分成三组，依次参观了恒神公
司展厅、碳化一期、中间产品事业
部、复材园，近距离现场感受了恒
神碳纤维研发生产的全产链特
色。图为在恒神报告厅，专家们听
取恒神公司十年来探索国产碳纤
维的历程介绍。（竹生 陈静/摄）

图为华神电子探测仪生产车间图为华神电子探测仪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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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冰”上瘾 吸光车祸赔款
脱毒“瘾君子”自当“反面教材”

“他们告诉我‘溜冰’可以忘记烦恼，其实是看中我的
那笔赔款，引我上瘾，让我拿钱‘请吸’……”在“6·26国际
禁毒日”这天，浙江省云和县脱毒人员蓝伟明自愿走上中
山社区市民学校的讲台，现身说法，开启了他戒毒反毒的
人生新篇章。 ■ 文/图 墨 丁

29 岁的蓝伟明现住在距云
和县城大约7公里的庄前村。

父母是普通的农民，平时靠
打工维持生活，并不富裕。蓝伟
明初中毕业后，在县城一家打铁
铺拜师学打铁。他想借此谋生，
过上安稳的生活。那时，蓝伟明
纯朴和善，看到村民有困难会主
动帮忙，父母和乡邻都说他很善
良。

2008 年，蓝伟明谈了女朋
友。父母为迎接儿媳妇进门，便
申请了地基，打算盖一座三层半
的小洋房。孰料，当他们一家满
心欢喜地打算盖第二层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这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左右，蓝伟明骑摩托车经过新建
桥头的时候，一辆横穿的小车将
他撞飞，致其左小腿粉碎性骨
折。为保住他的脚，家里不仅将
盖房的钱垫上，还借了 14 万元
外债。

可最终，蓝伟明的左小腿还
是被截肢，对方赔了他 50 万
元。除去外债及做假肢的花费，
剩下的 36万元变成了蓝伟明今
后大半生的生活保障金。悲伤
中的家人不忍动用这笔钱，新房
便成了烂尾楼。

车祸后，女友默默地离开了
他。烦恼加郁闷，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蓝伟明有苦难言，心情差
到了极点，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
没有了。为排解苦闷，他经常去
城里的宾馆，开带电脑的房间玩
网络游戏，并结识了一帮社会上
的朋友，其中有几个是喜欢“溜
冰”的。那时，蓝伟明虽然听说
过毒品的危害，却没见过毒品，
自然也不知道“溜冰”是怎么回
事，以为它只是吸烟的另一种方
式。

2009年 5月的一天，蓝伟明
又在一家酒店开了房间，打算玩
游戏消遣。当晚，来了几个会“溜

冰冰””的朋友的朋友。。他们一来就拿出冰他们一来就拿出冰
壶等工具开始壶等工具开始““溜冰溜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朋友将冰壶递给蓝伟明朋友将冰壶递给蓝伟明，，对他说对他说：：

“‘“‘溜冰溜冰’’后没有烦恼后没有烦恼，，给你吸几给你吸几
口口。”。”另外的朋友随声附和另外的朋友随声附和：“：“真的真的
是好东西是好东西。”。”

好朋友都这么好朋友都这么
说说，，那就尝尝呗那就尝尝呗！！
在好奇心的驱使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下，，盛情难却的盛情难却的
蓝伟明便接过冰蓝伟明便接过冰
壶壶，，尝试着吸了尝试着吸了
几口几口。。

不想这一试，蓝伟明便离不
开它了。尝试后没多久，蓝伟明
感觉自己很兴奋，话特别多，跟
那几个朋友聊了一夜还没睡
意。第二天他们走后，蓝伟明躺
在床上，感觉自己把之前无处诉
说的苦闷跟他们说了之后，心情
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他也认
为“溜冰”真的排解忧愁。

之后几天，蓝伟明有事没事
就找那几个朋友玩，每次都会

“溜”一会儿“冰”，他们还教他如
何就地取材，制作冰壶。可是，
没过多久，不是蓝伟明去找他们

“溜冰”，而是他们来找蓝伟明，
让他“请吸”了。

毒和赌是一对孪生兄弟。
“溜冰”后睡不着，蓝伟明就玩网
络游戏，越玩越起劲。玩累了就
借“溜冰”提神。此时，蓝伟明虽
然已经知道“溜冰”就是吸毒，而
网游其实也是赌博，但他已经离
不开冰毒和网游了，只觉得人生
反正没什么希望了，不如拿出那
些赔偿款买冰毒和游戏币，让自
己潇洒点。他觉得这样的日子
很幸福，也很快乐。

渐渐地，蓝伟明开始感觉自

己怕光，喜欢黑暗，就更不想出门
了。对着电脑点着鼠标，感觉累
了就借“溜冰”来提神，昏天黑地，
除理发外基本不踏出家门半步。
父母问他干嘛，他说在网络上赚
钱，以此来忽悠不懂电脑、不懂
虚拟世界的父母。他说，那段时
间，一般三五天不睡觉，最多的
时候六七天只睡一个小时，等到
冰毒“溜”完后想睡了，就一觉睡
个两三天。父母叫他吃饭，他

“嗯”一声，转身又睡了。

2011 年 11 月 27 日，蓝伟明
在宾馆吸毒被当地警方抓获。
办案民警苦口婆心，劝他别再触
碰毒品。蓝伟明表面答应，可心
里想的还是冰毒和网游，他觉得
除了冰毒和网游，对什么都不感
兴趣了。拘留期满后，他又天天
宅在房间里，在昏天暗地中自我
陶醉。

听说儿子因吸毒被拘留，父
母在蓝伟明回家后质问他是怎
么回事。可蓝伟明却死不承认
自己吸毒，说自己被拘留是因为
跟人打架了。

浑浑噩噩中，蓝伟明很快就
败光了剩下的那些赔偿款。没
钱“溜冰”、玩网游，怎么办？去
朋友那里借。但是，朋友知道他
吸毒后就不借了，蓝伟明又动起
了歪脑经：帮圈子里弄不到冰毒
的“新手”代买冰毒，然后蹭吸。
当这些“新手”升级为“老手”后，
他这招就不管用了。于是，蓝伟
明又想了一招——去毒贩子那
里赊。说是赊，其实就是骗，因

为他已经没钱可还了。
2014年 4月，蓝伟明因吸毒

第二次被抓。见又要被拘留，他
竟然仗着自己是残疾人，民警不
敢对他怎么样，要跟办案民警拼
命，还嚷嚷着说：“我吸的是自己
的钱，关你们什么屁事……”

2013年9月25日，蓝伟明第
三次被抓。父母简直要被气爆
了，他们一气之下去广州打工。
见蓝伟明已经无可救药，民警知
道多说无用，便将希望寄托于强
制隔离戒毒。拘留期满后，蓝伟
明被送往浙江省十里坪强制隔
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远离了冰毒和网游，蓝伟明
觉得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加上
左小腿肌肉萎缩，假肢松动加
大，给行动带来不便，他对戒治
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会顶撞管
教民警。

2014 年 5 月 6 日，云和县公
安局赶赴十里坪强制隔离戒毒
所，回访 12 名戒毒学员。得知
蓝伟明的情况后，参访的禁毒民

警刘警官决定帮他一把，让他安
心戒毒。

返回单位后，刘警官在工作
之余经常奔走于残联、统战、街
道、红十字会等部门之间，为蓝
伟明争取了价值一万多元的义
肢及 4500 元资助款。之后，他
又两次赶赴戒毒所，协调厂家技
术员为其打样和安装。

行动方便后，蓝伟明安心
了许多。静下心来后，他发
现，进戒毒所后，除家人外，
之前的那些跟自己称兄道弟的
毒友没一个来看过他，反倒是
民警在关心自己。对比人情冷
暖后，蓝伟明知道了谁在害
他，谁又在帮他，意识自己再
不配合戒治，不仅家人伤心，
也对不起民警。

行动方便了，心态也改变
后，蓝伟明渐渐乐观起来了，他
开始积极配合戒治工作……最
终，蓝伟明通过努力，在 2015年
9月 8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
期限，重返社会。

感受冷暖 对比当中求新生

车祸致残 郁闷中被骗染毒

沉迷“毒海” 一周只睡一小时

回归正常的生活后，蓝伟明
没再跟毒圈子的人交往。家里
修建烂尾楼的时候，他会帮忙烧
饭烧水、搬砖、提水泥墩；看到村
里的路灯坏了，他就向村委会汇
报，联系电工来修理；看到经过
村里的小车开得很快，他就把他
们拦下来，让他们开慢点，别撞
着老人和小孩，别碾压了鸡鸭；
他还义务帮村里监督康庄路的
浇灌……父母看到他的变化，高
兴起来了。周围的人也渐渐地
改变了对他出戒毒所时的冷漠
态度，愿意跟他交往了。今年 2
月，他还以满票当选村民小组
长。

这一年多来，刘警官其实一
直在默默关注蓝伟明的思想动
态。3月份的一天，刘警官问蓝
伟明：“我们缺一个现身说法的
志愿者，你愿意帮我们吗？”蓝伟
明说这是好事，但他有些犹豫，
表示要考虑一下。

是的，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丑
事公之于众呢？但刘警官从他
一段时间来的表现中，看到了希
望。

之后两个月，刘警官加大了
走访力度，多次到蓝家走访，与
蓝伟明促膝交谈，却一直没提禁
毒志愿者的事情。

6月20日下午，蓝伟明去找
刘警官。他说：“看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步我后尘，太让人痛心
了。”他终于决定做一名禁毒志
愿者，愿意站出来“现身说法”

了。
“回家后看到那烂尾楼，看

到父母这两年老的特别快，我才
发现，那笔赔偿款其实可以用来
盖房子，做生意，娶老婆，减轻他
们的负担，让他们高兴一点……
那帮薄情的毒友说‘溜冰’后没
有烦恼，还有什么吸毒能够减肥
等等，其实全是谎言，它只会把
你带入更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
……他们看中的，其实是我那笔
赔偿款，是想让我上瘾后，叫我
请他们‘溜冰’……公安民警拘
留你，让你去社区戒毒，送你去
强戒所，其实在是救你。”在中山
社区市民学校的讲台上，蓝伟明
如是说。

毒品不仅会败光家财，更重
要的是伤身子，它会导致器官功
能萎缩，降低免疫力；会导致基
因突变，贻害后代；会使正常神
经元坏死，产生不正常的神经连
接，像电路短路一样，引发幻觉，
在不由自主中跳楼、杀人……为
此，蓝伟明告诫大家：“吸毒就是
吸命，贩毒就是犯罪，请大家一
定拒绝吸食第一口，远离‘毒圈
子’！”

第一次走上讲台，蓝伟明的
脸微微发红，显得还有些紧张。
可他说，多练几次就好了。当被
问及是不是心血来潮时，蓝伟明
表示：“我深受毒品之害，天下无
毒是我的愿望。只要刘警官叫
一声，我随时会去现身说法
……”

现身说法 告诫远离“毒圈子”

刘警官和技术员为蓝伟明的义肢打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