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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

或雷雨，东南风 4~5级，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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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好工具 上全球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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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本报讯（记者 丽娜）随着
主汛期的临近，我市防汛防旱工
作也进入了临战阶段。为督促落
实好各项汛前准备工作，确保安
全度汛，昨日下午，市领导赵志
强、魏国荣带领水利局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实地调研我市部分水
利工程情况，全面了解我市防汛
准备工作。

赵志强一行首先来到位于司
徒镇前岗村的大吴塘水库，详细了
解水库的运行管理。据悉，大吴塘
水库是一座集防洪、灌溉、养殖为
一体的小型水库，自去年扩容工程
顺利完成后，水库总库容可超过
1000万立方米，在有效减轻下游
防洪压力的同时，也可优化水资源
配置，为库区周边生产生活用水提
供保障，并改善周边生态环境。赵
志强听取了该水库去年受灾情况，
要求属地政府及水利部门及时做
好今年汛期的应急预案，与水库上
游所属辖区做好交流沟通工作，确
保在汛期来临时，大吴塘水库可以
充分发挥效能。

在位于延陵镇西部通胜流
域，赵志强一行沿着通济河边走
边看。通济河是太湖湖西地区重
要的引排骨干河道，也是我市重
点防汛河道之一，在我市境内总
长 8.2公里，虽经多次疏浚，但多
年运行下来，埝坡桥至三叉河口
段堤防单薄，河床淤塞严重。今
年主汛来临前，延陵镇将投资 30
余万元，完成对该段堤防的加固
处理，工程现已完成招标，即将进
场施工。赵志强要求属地政府抢
抓工期，尽快完成该项应急工程。

之后，赵志强一行还来到珥
陵镇三陵河流域防洪除涝工程建
设现场和市防汛物资仓库，察看
了工程进展和防汛物资储备情
况，并要求施工方在 5月底前完
成三陵河水下主体部分，具备拆
坝通水条件，确保在汛期来临时
能够安全度汛。

前不久，鱼跃医疗公布了
2018年一季度财报，公司实现营
收 10.4亿元，增长 15.49%，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14亿元，
增长15.05%。相关研报显示，在
电商高景气形势爆发下，公司相
关业务实现了强势增长。

鱼跃医疗所处的新医药产
业，只是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阵
营中的一员。以新材料、新能
源、新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正为我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
新动能。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
共完成新兴产业销售 272.53 亿
元，同比增长 11.84%。其中，新
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新医
药、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完成
销售 78.67亿元、8.5亿元、19.65
亿元、37.4 亿元和 127.67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3.54%、10.6%、
9.8%、12.49%、8.2%。

在我市五大新兴产业中，新
材料产业成为近年来我市“新

五篇”中的支柱产业，其中不乏
恒神股份、大力神铝业、奇一科
技等支柱企业。近日，科技部正
式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
榜单》，我市恒神股份作为全国
唯一县级市企业上榜，估值10亿
美元，排名107位。除此之外，一
季度，恒神股份还引进了国际先
进的自动铺丝机和铺带机，成为
国内少数几个具备加工大飞机
复合材料大型制件设备能力的
企业，同时，配套国家重点项目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大型制件实
现量产。

像恒神这样的新材料企业，
我市还有 200多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近70家。一季度，在五大
新兴产业中，新材料产业独领风
骚，实现销售收入 78.67亿元，占
一季度新兴产业总销售的近三
分之一，成为我市转型发展最重
要的“增长极”，并形成了金属材
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及功能材料
三大板块集群，在我国碳纤维及
其复合材料制品产业占有重要

地位，第一个千亿级产业群也渐
成雏形。

除了新材料产业，以天宏机
械、仅一联合智造等为代表的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正加大研发力
度；以乐能、卡威等为代表的新
能源产业重点项目已实现投产
……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我
市新兴产业共完成投资 125.4亿
元，同比增长 8.5%，发展后劲十
分强劲。同时，2018年度，我市
共确定新兴产业示范项目35个，
总投资220.5亿元。

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
发展”已成为经济建设的主旋
律。就我市而言，高质量发展是
一次“新”赶考，也是一场淘汰
赛。今年以来，我市“新”字号企
业的快速崛起还体现在高新技
术企业上。大亚集团不断推动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大亚产业的
深度融合；大赛璐持续开发新产
品，点火具项目第一条生产线正
式量产，预计全部投产后，新增
销售 3亿元；天工股份正式组建

“海洋工程新材料联合实验室”，
为天工钛材进入军工、海洋等高
端领域提供技术支撑；沃得农机
精耕细作国内市场，将规划建设
总投资 15亿元的精机装备产业
园；鱼跃集团着力打造“智慧鱼
跃”，为患者提供远程慢病管理、
远程医学诊断等云端医疗服务，
在医疗专业领域实现大数据价
值延伸……

更多数据凸显我市“新”成
绩——去年，我市共获批省高新
技术入库培育企业46家，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 32家，居镇江首位，
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数达 186家，
新增省高新技术产品 63个。预
计今年，我市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数将达 200家以上，培育高新技
术产品60项以上……

放眼望去，升级传统优势产
业，拓展新兴产业新动能，大力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一盘“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大棋正在
我市落子成局。

新兴产业迸发高质量发展强动力
——解读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大数据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陈静 通讯员 史江涛

做好防汛准备
确保安全度汛
市领导实地调研部分水利
工程情况

“你上下楼梯不方便，我们
会为你‘量身定制’工作岗位，一
个星期之内给你答复好不好？”
昨日上午，天禄眼镜电商有限公
司办公室，市眼镜商会秘书长袁
红锦和5家眼镜电商企业的相关
负责人在共同“面试”一位坐着
轮椅的求职者。

求职者名叫陈荣华，今年48

岁，是 1989 届省丹中优秀毕业
生，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外
贸专业毕业后，到丹棉计经科上
班，1999年离职后一直从事外贸
工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2
年的一次车祸让他失去了双腿，
去年，妻子又离开了家。为了儿
子，他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从

“自理”变成“自立”，于是联系本

报记者能不能帮他找份工作。
陈荣华的经历经本报报道

后，引起了市眼镜商会秘书长袁
红锦的关注，她把陈荣华的情况
发到了商会电商微信群里，大家
都被他自强自立的精神所感
动。“我看到后立即就与袁秘书
长联系，表示愿意为陈荣华提供
工作岗位。”天禄眼镜公司总经
理虞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有做
跨境电商这一块，陈荣华有着多
年从事外贸的经验，而且英语八
级，能力十分突出，肯定能胜任。

袁红锦马上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陈荣华，并约他和虞强面
对面交流。得知消息后的陈荣
华很是兴奋，昨日一大早，帮助
过他的齐梁义工社义工陪他一
起来到了市眼镜商会办公室，此
刻虞强已在等着他了。“我们公
司办公都在二楼，没有电梯，你
上楼倒是个问题。”虞强提议先
让陈荣华去公司熟悉一下业

务。在前往天禄眼镜公司的途
中，袁红锦又联系了易齐、卓美
光学、极慕视界光学、新视客光
学 4家眼镜电商企业的负责人，
想让大家一起来帮帮陈荣华。

一场特殊的“面试”在天禄
眼镜公司办公室开始了，袁红锦
及5位企业负责人在和陈荣华交
流后，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
定为他“量身定制”工作岗位，可
以在家兼职为几家企业做一些
基础的工作，具体有关前期培
训、工作内容、工资待遇等他们
再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

近一个小时的“面试”结束
了，坐在轮椅上的陈荣华脸上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谢谢，谢谢你
们这么体谅我，让我感觉很温
暖。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获得报酬，一方面体现自己的
价值，另一方面能撑起这个家，
供我的孩子读完大学。”

一场特殊的“面试”
本报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吕铁勤

“面试”现场。 记者 陈晓玲 摄

值班：何巍 许静 编辑：许静
组版：殷霞 校对：步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