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赶走研发“拦路虎”
——记镇江市“创新争先成绩突出科研团队”恒神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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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开宣 周竹生）日前，镇江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市科协联合表彰
了4个镇江市创新争先成绩突出
科研团队，其中，我市恒神股份碳
纤维研发团队榜上有名。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团队，他
们都做了什么样的研究，取得了
哪些成果？原来，基于高性能碳
纤维的优异性能和战略地位，以
日本、欧美为首的国家长期以来
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虽
然我国对高性能碳纤维的研究从
20世纪末就已开始，但长期以来
局限于实验室小批量试验阶段，
尚未突破高性能碳纤维产业化瓶
颈；国内每年所需求的高性能碳
纤维基本依赖于进口；少量的产

品主要来自试验线生产，产品质
量波动严重，严重制约项目产品
在重大装备领域的供应保障能
力，影响我国综合实力的提高。

而恒神碳纤维创新团队主要
致力于 PAN聚合、纺丝、氧化碳
化这三个关键生产工序进行技术
攻关和研究，并以此成果实现转
化，建设千吨级产业化线，旨在打
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高端碳纤
维材料在重大装备领域应用的快
速发展。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走
一步都要赶走拦路虎。

2013年6月，正是HF30碳纤
维技术攻关的关键时期，这一产
品国内尚未有成熟的先例，也没
有外部专家的指导，为了能在项

目节点拿出合格的产品，研发团
队发挥“不等、不靠、不要”的艰苦
奋斗的作风，从聚合到纺丝再到
碳化，对整个工艺流程进行梳理
分析，仅纺丝这一节点就制定了
40余套的调整方案，并且制定了
详细的实验方案，冒着车间 40℃
高温，一套又一套的实验方案交
替进行，最终掌握了这一产品的
生产工艺，并且在项目节点前提
供了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

2015 年在进行 HF40（T800
级）碳纤维研制过程中，牵伸箱已
经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当时国内
的制造商从未有过这类产品的制
造经验，研发团队通过前期的经
验积累和调研，下定决心自制蒸
汽牵伸箱。供应商不会设计就自

己设计，自己试验。通过不断的
设计优化和调试，终于做出了第
一台蒸汽牵伸箱样机，最终在湿
法纤维生产线全部装备了自制牵
伸箱。

翻开恒神团队的成绩单，一
笔笔科研业绩赫然在目：打破国
外对高模高强碳纤维的垄断，完
成 M46 级碳纤维的研制和批量
生产；进行国产碳纤维用油剂及
上浆剂的研制和开发，研制出干
喷湿纺用专用油剂和耐高温型上
浆剂。致力于碳纤维生产流程的
节能降耗，优化碳纤维原丝工艺，
目前，碳纤维研发团队的湿纺纤
维生产速度已达到国内最高水
平，同时稳定了产品质量和制成
率，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大大降

低了生产成本，原丝成本降低
25%，氧化碳化工序通过快速预
氧化工艺确保产品性能指标，降
低碳纤维能耗约 30%；溶液回收
装置节能降耗，优化回收工艺，为
公司节降能耗约300万元/年。

据悉，恒神团队的“千吨级
HF30（T700级）碳纤维及其先进
复合材料”已荣获丹阳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镇江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通
过研发团队的努力，主导了千吨
级原丝生产线蒸汽牵伸箱的设计
和制造，设备性能超越进口设备
水平，满足工艺需求，完成了部分
关键设备的国产化替代。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管双燕 吉仲翔）为切实加强
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
监督管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合法权益，近日，开发
区纪工委对辖区内 10 个村（社
区）存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
交易项目未按规定进入“江苏省
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进
行公开交易的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

针对上述村（社区）中履职
不到位的村组干部，开发区纪工
委第一时间运用监督执纪“第一
种形态”约谈提醒 11人次，诫勉
谈话 1人次，并对上述问题进行
了通报，在开发区 38 个村（社
区）中起到了警示作用。

同时，经约谈提醒和通报，
上述 10 个村（社区）已积极整
改，到期项目及时进行登记，目
前正在走流程的项目为 15 个。

据悉，近两周以来，开发区农村
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已登记和即
将登记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
转交易项目达 200余个，成效明
显。下一步，开发区纪工委还将
进一步加强监督执纪问责，针对

“三资”管理领域存在的相关问
题抓早抓小，让“红脸出汗、咬耳
扯袖”成为常态。

强化监督责任 聚焦“三资”管理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陈昕）为进一步增进妇女同
胞们的沟通交流，近日，开发区
妇联举办烘焙技能培训班。

本次活动主要由专业西点
师向参培妇女演示了蛋糕制作

的全过程，交流日常制作技术与
技巧。在专业师傅的指点下，妇
女们开始动手制作，体验制作蛋
糕的乐趣，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
语。大家完成制作后，纷纷拍下
自己的蛋糕作品留作纪念。

活动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妇
女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烘焙活
动，不仅提升了大家的动手技能，
感受了一把手工烘焙带来的乐
趣，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开发区妇联举办烘焙技能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丰月华）11月 30日，开发区
总工会举办的“送培训进企业”
活动来到同力集团。

此次培训特邀国家二级企
业培训师纪剑卿为同力集团的

全体职工授课。培训中，纪老师
从安全生产概述、安全生产基本
知识、生活安全知识三个方面，
结合实际案例，图文并茂地为到
场职工阐述了企业安全生产的
基本知识。

整个培训过程中，职工们不
仅聚精会神听讲，还积极地与老
师进行互动。大家表示，纪老师
的授课风趣诙谐、内容丰富，让
人受益匪浅。

开发区总工会送培训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罗玲）为进一步推进眼镜城
诚信示范街区建设，规范市场零
配店经营秩序，近日，眼镜城举
办诚信经营专业知识培训，60余
家零配商户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眼镜城市场管理
办特聘请市物价局检查分局长

景锐、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
科王爱玲，分别从价格政策与眼
镜制配企业计量管理两大方面
向到场商户进行了解读。讲师
结合眼镜城商户的实际情况，重
点讲解了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
相关价格法律法规以及计量法
律法规体系、眼镜店计量管理加

强计量管理等内容。
通过培训，到场商户学习并

掌握了规范价格行为，增强了法
律观念和诚信意识，为他们切实
规范销售价格行为、有效规避价
格风险提供了帮助，同时，还有助
于商户进一步强化眼镜制配企业
计量基础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眼镜城举办诚信经营专业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竹生 曾萍）张冬妹是来自云
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拉巴乡的一
位拉祜族初中女生，今年 9月从
彩云之南的云南农村来到丹凤
朝阳的丹阳，张冬妹不是来丹阳
打工的，而是来学习眼镜技术
的。

普洱是全国闻名的普洱茶

之乡，丹阳是全国闻名的眼镜之
都，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是像张冬
妹这样 108 名从普洱到丹阳来
学习职业技术的职校生。从
2017年开始，镇江市与普洱市合
作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
计划，为一批老少边穷的初中学
生提供职业技能学习的机会。
国家级示范职业技术学校丹阳中

专和镇江中专等四所中专一所高
职院校承担了教学培训任务。

让普洱学生接受优质中等职
业教育，接受任务之后，丹阳中专
和丹阳眼镜城十分重视，组织优
质教育资源，为普洱学生量身定
制专业，主打学习眼视光学，把丹
阳眼镜引入普洱市场，学习酒店
管理，服务云南旅游业。

普洱职校生来丹学配镜

图片新闻

园林处对辖区树木刷白防寒园林处对辖区树木刷白防寒

随着冬季来临，气温降低，为提高辖区树木抗寒和抵御病虫害能
力，开发区园林处近日全面启动了树木刷白防护工作。目前，开发区
凤凰路、迎春路等路段的行道树和景观树木刷白已完成，其他路段的
树木刷白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在本月底结束。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 摄）

2121名名““四不变四不变””退休人员办理医保退休人员办理医保

为妥善解决原大集体企业中“四不变”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日
前，镇南村开展“四不变”退休人员医保办理工作，为河阳农具厂的21
位退休人员办理了医保。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杭莺 摄）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开轩）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
辰 120周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体
会一代楷模周恩来的爱国情怀
和公仆精神，近日，开发区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组织
机关青年和干部职工集中观看
《一代楷模——你是这样的人》
情景朗诵剧。

整场演出分为“公”、“正”、
“严”、“实”4个篇章，以配乐情
景朗诵的的方式展现了“平祖坟

的故事”“一张午餐收据”“最后
的工资单”等情节，歌颂了周恩
来同志“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
精神，诠释了周恩来同志的伟大
人生，抒发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
切思念。

演出结束后，开发区机关青
年和干部职工们纷纷表示，周总
理崇高的品德和人格魅力将在
新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激励大
家更加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为
冲刺国家级开发区做出自己的
贡献。

学习恩来精神
争做新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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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蒋玉 通讯员 陆国
庆）青少年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
的延续和补充，也是联系社会和
家庭的纽带。新时代背景下的校
外教育赋予哪些新使命和新要
求？青少年有哪些新企盼和新需
求？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随
市关工委校外教育督查组走访调
研了开发区相关村和社区校外教
育实况。

走进高楼社区党委专门为辖
区青少年建立的校外教育辅导
站，图书阅览室、书画室、电子阅
览室、谈心室、多功能教室等硬件
设施一应俱全。在此基础上，社
区还专门增设了青少年喜爱的科
普馆、中共一大体验区和老少感

恩室等，从地面到墙面，从文字到
图画，从实物到装饰，设计考究，
匠心别具，可谓满满的红色基因、
满满的科普励志、满满的正能量。

高楼社区党委书记丁金平介
绍道:“家家有后代,人人有童年,
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用党建带

‘关’建,老百姓最拥护!”现场的
活动掠影、感恩图片、作品展示和
老少共学、共唱主题教育的轨迹，
便是该社区以党建带“关”建累累
硕果的最好佐证。据悉，高楼是
省市闻名的党建工作示范点，也
是开发区近20年来零上访、零违
纪、零犯罪、零事故先进社区。

在毛家社区校外辅导站，无
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每天都可以

看到一群“五老”忙碌的身影。他
们为了关心下一代事业，风里来，
雨里去，献了白发献黑发，用满腔
热忱播撒了片片爱心。

据了解，“书画育人”是该辅
导站的特色，这群年均75岁以上
的老教师，天天坚守在辅导站，每
到双体日更是忙个不停。建站 8
年多来，“五老”们围绕红色基因、
核心价值观、国家重要纪念日制
作了 2000余幅精品书画，把校外
辅导站布置得琳琅满目，也把近
千名学生培养成了书画爱好者。

在车站社区党委书记胡小锁
的办公室案头上，一直摆放着一
本关工委的小册子。今年五月，
他亲自备课，为车站小学的师生

们宣讲了十九大精神和开发区英
雄人物事迹，展示了一位老党员、
老干部、老模范的胸怀和风采。
在校外辅导站改造升级创建活动
中，车站社区共投入资金10万余
元用于扩建场地、增添设施。

高楼、毛家、车站社区，只是
开发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其中的一
个缩影。2014 年在创建校外教
育辅导站时，开发区 38个村、社
区一齐发动，管委会采取“以奖代
补”的办法，按照“资源共享”的原
则，鼓励基层挤场地、捐书物、添
设备，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就村
村建起了“一站两室”，合格率达
到 90%以上。其中，晓星村辅导
站的“村校联办、校站结合”模式，

更是得到了省关工委的肯定，并
在该村召开了全省首次辅导站建
设现场观摩会。

组织队伍网络化、硬件设施
现代化、关爱工作制度化、校外活
动常态化······今年以来，开发
区审时度势，按照新时代、新使
命、新担当的要求，认真回顾总结
辅导站的经验和不足，以“大手
笔”、“大推动”、“大突破”的力度
和气魄，致力打造新时代校外辅
导站的“升级版”，一批批场地大、
设施优、环境美、内涵广的校外辅
导站接二连三脱颖而出，不仅充
满了新时代的气息，也给校外辅
导站带来了勃勃生机和青春活
力。

校外教育辅导站成青少年“快乐驿站”

晓墟加强烟花
爆竹禁放宣传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史晓丽）日前，晓墟社区组
织社区两委干部和居民组长召
开“丹阳市指定区域内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专题会议，宣传讲
解了《关于丹阳市指定区域内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全
文内容。

会议强调，社区两委干部
和全体党员、居民组长要带头
遵守规定，积极宣传《通告》，在
社区辖区范围内杜绝燃放烟花
爆竹。社区党委要把此《通告》
利用微信和电话的形式，宣传
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社
区居委会干部和各居民组长要
通过居民例会加强对社区居民
的宣传，做到每家每户通知到
位；要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化管理
的作用，前期宣传和后期巡查按
照网格化管理进行分工，切实做
好宣传、讲解和巡查工作。

会上，与会人员签订了《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并组
织专人向各党支部发放《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

新民村启动退
伍军人信息采
集工作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虞永霞）近日，新民村退伍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
工作全面启动，在村便民服务
中心内，民政的工作人员正热
火朝天地开展退伍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

根据开发区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安
排部署，新民村高度重视，积极
安排，认真落实，提前通过张贴
通知与电话、微信群等形式开
展了广泛宣传，确保信息采集
对象应知尽知，并在通知的同
时做好了需携带资料的告知工
作，确保每位前来登记的对象
资料携带齐全，一次性完成信
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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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日前，开发区车站社区在接到市民政局、开
发民政科相关通知后，立即将棉衣棉被送到了社区内需要的居民手中，
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季。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近日，高楼社区组织十余名志愿者对居民小区开展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经过三个小时热火朝天的辛勤劳动，共清理绿化带十余处，修剪、清
除枝叶、杂草、垃圾十余袋。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彭慧霞 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要求，切实做好我市校外培训机构集中整治综合执法相关工作，近日，开
发区城管局路灯广告所组织了12名专业拆除人员、1辆登高车、1辆吊
车、3辆运输车对辖区内存在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店牌
店招进行拆除。

据统计，当日共集中拆除了荆林小学附近3处、迎春路5处等共计13
块违法违规的校外培训机构的店牌店招。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 摄）

近日，荆林村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为做到不错登、不漏登，
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采集工作，荆林村各个自然村提前通过张贴
通知、队长上门通知、电话告知等方式确保每位退役军人知晓此事并了
解登记的具体要求，及时来村委会进行登记。

据悉，本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不仅完善了退役军人的数据，进
一步摸清了管辖范围内退役军人的基本情况，同时也能让国家对退役军
人群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帮助准确掌握退役军人的迫切需求。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王樱 摄）

近日，市城管局和开发区垃圾分类办来到永安社区东方盛世小区
门口开展“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共享环保低碳生活”宣传活动。活动通过
悬挂宣传横幅、垃圾分类活动展板、向社区居民发放宣传册等形式让大
家对垃圾分类有了全面的了解。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王燏 摄）

为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近日，开发区城管局垃圾分
类办来到锦湖社区缇香花园小区，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如何
分类，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使垃圾分类走进居民日常生活
中。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陈晓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