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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小林：
在印刷领域绘就多彩创业人生
本报记者 鹏翔 通讯员 竹生

在丹阳印刷行业，江苏中彩
印务有限公司是一面旗帜，公司
董事长焦小林是业界翘楚，他的
的事业与印刷密不可分，几十年
来他一直在印刷行业摸爬滚打，
把一家单一的酒包装企业发展成
为集胶印、柔印、凹印为一体的百
强印刷企业。

顺应市场，专注酒类包装印
刷

焦小林是金坛尧塘人，和弟
弟焦小平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进入
印刷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丹阳市皇塘镇集体所有制企
业丹阳市包装彩印厂由于经营不
善，生产连续亏损，工资发不出，
濒临破产，不得已进行了改制。

1994 年 7 月，熟悉印刷业务
的焦小林于接过了这个负债累累
的面临破产的小厂。接手之后，
焦小林充分发挥他懂业务，会管
理，知行情的长处，对企业原有的
弊端进行了大胆革新。他收拢战
线，聘请技术工人，集中力量专门
做酒类包装印刷。他专攻酒厂，
努力拓展业务，很快收到了订单，
赢得了客户，江苏、安徽、山东的
名酒厂都成为了公司的固定客
户，企业形势得到扭转，转亏为
盈。1998 年 4 月，企业改名为江
苏中彩印务有限公司。

到了 20世纪末，酒行业陷入

不景气状态，三角债严重，而且雪
球越滚越大，从以前的打款转账
到承兑汇票，到后来的“以酒抵
债”，还债的方式也不断翻新花
样，公司负担越来越重，资金流转
陷入困难。公司面临生死存亡的
重大抉择！焦小林当机立断，全
面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抛弃原有
所有酒类包装业务，全新开发多
元化社会产品包装。1999 年 6
月，焦小林成立丹阳富丽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进入塑料包装市场，
瞄准外国企业。虽然外资企业对
供应商的要求极严，门槛很高，硬
件设备和软件管理必须达到外资
企业的严格标准。针对外企的严
苛要求，焦小林集聚力量，上设
备，改工艺，强管理，经过全公司
的大力调整，全面改革，叩开了外
企紧闭的大门，外企客户一个个
开发出来，成为公司的合作伙伴，
外企的规范性，订单周期明确性，
资金回收及时性，使公司的业务
和资金回笼得到了保证。外国企
业管理理念的先进性、制度的严
格性、方法的科学性更使企业受
益匪浅，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使焦
小林的公司明显提高了发展质
效。

2001年起，焦小林以对标国
外印刷行业的方式，开始了中彩
印务的“升级”，按照现代化、标准
化的要求建设新厂房。2003年，
他按照最新技术引进先进印刷设

备，一个设备世界先进、技术行
业一流的综合性印刷企业问世。

2008 年，随着酿酒行业春
天的再次到来，焦小林再次回归
酒类包装的印刷业务，他陆续引
进了最先进的德国海德堡 CTP
印前设备、海德堡UV 6+1高速
印刷机组，配置了切纸机、丝网
印刷机、自动复膜机、对裱机、
全自动烫金机、全自动模切机、
全自动糊盒机等配套设备，形成
了胶印、丝印、UV印刷种类齐
全、印前印刷印后一条龙生产，
设立了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
体的独立技术中心，满足客户的
各类个性化需求。

原先的积淀，加上新的技术
设备，酒行业驾轻就熟，如虎添
翼。2009年，仅四川郎酒一家就
做了1.5亿元的业务。

勇敢“走出去”，在外闯出一
片天

焦小林放眼境内外，坚持内
外资合作，以中彩印务有限公司
为母公司，以丹阳为中心，以华东
地区为基地，把业务拓展到其它
地区甚至国外。

2010年，随着酒包装业务的
日益增长，为了减少运费、避免物
流过程中的损耗，而且更好地服
务客户、拓展市场，焦小林在泸州
市黄舣镇酒业集中发展区购买土
地，成立四川中飞包装有限公司，

建设了一栋五层大楼及近6万平
方的棚式车间，把中彩印务的印
刷厂办到了造酒厂区，主要致力
于高档酒包装的设计、打样、印刷
和制作，为客户提供最全面的优
质配套服务。

他与外商合作成立中港包装
制品（江苏）有限公司，成为布局
国内、突围海外的印刷企业。公
司拥有十万级无菌车间、GMP认
证和专业食品包装印刷设备，从
事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各类纸质包
装，主要与麦当劳、肯德基、汉堡
王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配套。

他与朝鲜外文出版社合资，
在平壤投资成立相关会社，总投
资 2亿元，年产值达 9亿元，主要
经营朝鲜烟包生产。

在投资海内外中，焦小林也
在强化企业管理，确保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能够平稳有力。他坚
持“以客户为焦点，以人才为基
石，以环保为己任”以及“凭质量
求发展、凭管理获效益、凭信誉争
市场”的经营理念，以“诚信守法，
精益求精，预防污染，持续改进”
为一体化方针，建立健全管理责
任到人，全覆盖，无盲点，可追溯，
有奖惩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从
质量意识、质量体系、质量监控、
质量奖惩多方面把好质量关，企
业获得BSI的 ISO9001质量体系
认证和 14000 环境体系认证、
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品安
全控制体系认证、美国食品安全
AIB认证、美国 ICTI国际玩具认
证、QS认证及迪斯尼、麦当劳、飞
利浦、ITS、沃尔玛的社会责任认
证。

如今，中彩集团已经发展成
为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10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 3.8 亿
元人民币、年生产能力16亿元的
大型印刷企业，员工近 1500 人，
其中专业工程师、技术人员近
100人。与知名大企业亿滋、APP
金红叶、脱普、永丰余、完美以及
山东中烟公司、福建中烟公司、建
发酒业、无锡健特（脑白金、黄金
搭档）、安徽华信等国内知名公司
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被
世界 500 强麦当劳、肯德基、卡
夫、飞利浦、高露洁、宝洁等公司
指定为包装供应商。

随着企业的做大做强，中彩
公司获得了中国印刷行业最具竞
争力10强品牌等多项殊荣；焦小
林也当选为镇江市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劳动模范，被
评为第九届中国时代十大诚信企
业家。

丹商丹商风采风采风采

日前，丹阳市江西商会召开二届三次会长工作会议。会长周克同总结了2019年上半年度工作并对
下半年工作提出要求。据悉，上半年，江西商会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服务会员、公益慈善、搭建平台等
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记者 鹏翔 通讯员 银龙 东良 摄）

江西商会召开二届三次会长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眭燕） 6月 30日~7月 3日，
2019 年欧洲户外用品展简称
（OUTDOOR）在德国慕尼黑
展览中心举行。我市商务局、
贸促会组织了世外源、奥佩尔、
新感觉等10余家户外企业参加
展览。

欧洲户外用品展（OUT⁃
DOOR）是当今欧洲最专业的
户外运动用品国际博览会，始

创于 1994年，每年吸引来自 90
多个国家的超过 2万名业内人
士到场参观、采购。2019 年，
OUTDOOR 运用其新的创新
理念，首次移师慕尼黑展览中
心举行。此届展会借助主办方
慕尼黑博览集团的优势资源，
引入了许多跨行业的科技手段
推动体育行业的创新，设立了
流行趋势和面料科技板块，并
有专业的亚洲馆提供加工生产

企业的一手资讯。
在展会上，我市企业展出

了经典系列产品及 2019 新品，
与世界各地的参展商、观众进
行了交流，同时对展会上涉及
登山、攀登、抱石赛、徒步旅
行、露营、水上运动、山地自
行车及瑜伽等领域的诸多新户
外运动产品予以了关注，了解
了全球户外运动产品的发展趋
势。

我市企业组团参加欧洲户外用品展

眼镜商会青年委员会：

奏响丹阳眼镜的“青春旋律”
本报记者 鹏翔 通讯员 步玉琴

近日，市眼镜商会青年委员会
成员再一次聚在一起，就 2019年
年会活动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交
流。

如果不是眼镜行业的人士，对
市眼镜商会青年委员会不会熟
稔。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6月12
日，由丹阳眼镜商会组建。在该组
织成立后，一群年轻人在市眼镜商
会秘书长袁红锦和青委会主任张
荭的带领下，奏响了丹阳眼镜的

“青春旋律”。
青委会成立后的第13天，迎来

了在丹阳举行的中国眼镜协会三
十周年庆典。青委会积极配合支
持中国眼镜协会工作，优质的志愿
服务，获得了全国各地行业嘉宾及
领导400余人的点赞。

2016年6月16日，“中国质造·
首届丹阳眼镜文化旅游节”在丹阳
举办。青委会的志愿服务获得了
全国上百位眼镜界同仁的称赞。

除了在本地做好大型活动的
服务外，青委会还组织年轻的眼镜
企业家外出学习、参展、培训等，从
而拓宽视野，创新思维，推动眼镜
行业发展。2015年10月，青委会
组织行业单位学习交流、共同探索
行业发展，受到市领导肯定。2017
年 5月，WOF2017第十五届中国
（温州）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在温州
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次展会
在青委会品牌企业的支持下，丹阳
眼镜首次以区域品牌亮相。2017
年5月6日，第三届中国眼镜中青

年论坛暨第五届中国（温州）眼镜
业高峰论坛在温州举行，青委会作
为协办单位参加了此次论坛活动
并交流发言。2017年7月，“青委
会”一起去丹阳科创园参观了上海
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交流学习。此外，为提高眼镜企业
竞争力，近年来青委会还多次组织
专场培训，提升眼镜企业的发展水
平。

青委会成立以来，一直乐善公
益，回报社会。2016年，青委会成
立了“丹青助学社”，与开发区实验
小学结对资助困难学生；2017年6
月4日，在延陵镇举行“蒲公英之
家”相关活动情暖留守儿童，捐赠
学习用品，并开展眼健康保护知识
讲座、验光配镜等公益活动；2017
年10月12日，丹阳市·全民视觉健
康公益项目在丹阳市南师大中北
学院隆重举行，青委会成员企业免
费为学生验光配镜，深受社会各界
称赞；2017年6月3日，青委会在
市民广场开展“城市护卫”捐赠、眼
科义诊活动，向交警捐赠太阳镜
500套、城管捐赠太阳镜200套、环
卫工人捐赠老花镜200副，现场免
费为市民眼科义诊、验光，并发放
眼睛清洗液及老花镜；2018年起，
丹青助学社又资助了司徒中心小
学3名贫困生，每人每年资助2000
元。今年6月21日下午，青委会又
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结对
联谊活动。

鸣谢本版协办单位：

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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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11 日
上午，记者来到我市几家驾校采
访得知，驾考暑期班报名火热。
和往年相比，虽然今年到目前各
驾校学员的数量总体上有所下
降，但驾考暑期班“学车热”依旧
未退，学生学员超过六成。

上午 9点，记者在金陵西路
圣豪驾校报名点看到，有许多市
民在这里等候登记报名，其中大
部分为年轻人。“与往年相比，今
年以来学员的数量总体减少了
30%左右，但暑期学车依旧火
热，其中学生学员占比较高。”圣
豪驾校教练张浩军告诉记者，目
前，暑期班已经招收了 800名左
右的学员，学生学员大概占到了
60%。针对这一情况，圣豪驾校
特地开设了暑期班，周一到周五
全天教学。“在这些学生学员中，
刚高考完的学生较多，大学生反
而比较少。”张浩军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眼镜
市场附近的新桥驾校。从教练
贡师傅那儿了解到，虽然他今年
招收的学员较少，但是学生学员
也占了大多数。

在黄金塘路的平安驾校，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的暑期班共招
收了 240名学员，其中学生学员
达 80%左右，而刚参加完高考的
又占了学生学员的 80%左右。
和圣豪驾校相比，平安驾校的学
生学员比例高一些，相关负责人
王丽芳告诉记者，这和驾校的优
惠政策有关。“每个学校的高考
第一名都能在我们这里免费学
车，这也是对学生努力学习的一
种奖励。”王丽芳说，目前，吕叔
湘中学和珥陵高中高考第一名
的学生已经开始在他们这里免
费学车，“另外，我们还有一个10
人团购优惠价，比较吸引年轻
人，所以学生学员占比较高。”

不过，王丽芳告诉记者，她
和一些同行沟通后得知，今年到
目前总体上学员的数量是有所
减少的。这一点，和圣豪驾校教
练张浩军所说的情况相同。“前
两年‘学车热’，很多人都集中在
那个时候学车了，所以今年学车
的人相对较少，而且这几年驾校
也越来越多，学员也会被新增的
驾校分流掉。”张浩军分析道。

在平安驾校，记者见到前来
报名的高中毕业生小裴，她告诉
记者，和她一批学车的学员中，
大学生很少，她觉得可能是因为
很多大学生和她一样，都选择在
高考结束后考取驾照，也有部分
大学生可能选择在学校所在地
学车。“高考结束了，现在不用想
学习的事情，在家也没事，就和
同学一起报名了，能多认识点朋
友，也能多个证，多项技能。”小
裴说。

那为什么会出现学生“学车
热”呢？据业内人士介绍，学生
学车有自己提出的，也有在家长
要求下学的。业内人士表示，暑
期学生出现“学车热”的原因主
要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私家车几乎已成为每个家庭的

“标配”，开车似乎也成了一项必
备技能，而刚参加完高考的准大
学生或者在校大学生暑期时间
充裕。但他同时也表示，准大
学生或在校大学生考取驾照
后，绝大多数都属于“本本
族”，并没有实践的机会，三四
年大学下来，技术和动作要领
变得生疏，因此，驾车上路
前，一定要先了解车辆性能，
熟悉驾驶要领。“其实准大学生
和在校大学生不必急于一个暑
假就拿到驾驶证，在驾校报名
后是有三年学习有效期的，可
以避开暑期学车高峰，利用其
他假期进行学习训练和考试。”
该业内人士建议道。

部分驾校开设暑期班，学生学员均超过六成

天热挡不住学生暑期“学车热”
图片新闻

一枚65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日前落户我市逍遥山庄水晶山
民俗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这枚恐龙蛋长13.5厘米、宽13厘
米、高12厘米，呈冠柱形，重3.39公斤，来自湖北。据逍遥山庄
水晶山民俗馆的创办人丁斌介绍，珍藏恐龙蛋主要是为了能让
我市市民和广大中小学学生、幼儿园孩子就近了解史前恐龙
蛋。 （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周竹生 摄）

图为学员正在学车。 记者 李潇 摄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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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丹阳丹阳丹阳体彩体彩体彩体彩
Danyang Ticai彩市动态

7 月 10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079 期
开奖，前区开出号码“10、13、16、28、35”，
后区开出号码“04、05”。本期是新规则
上市后的第61期开奖，以2.71亿元的全
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9765
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4注头奖。4注均
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 万
元，分落河北、江苏和安徽。数据显示，
河北中出 1 注的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
奖出自承德，中奖彩票是一张 4 元 2 注
单式票。江苏中出 2 注 1000 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其中1注出自苏州，中奖彩票
是一张“10+3”复式票，投注金额 1512
元，投注注数756注，单票中奖金额1152
万元；另1注出自扬州，中奖彩票是一张

“8+3”复式票，投注金额 336元，投注注
数 168注，单票中奖金额 1147万元。安
徽中出的 1 注 1000 万元基本投注头奖
出自马鞍山，中奖彩票是一张“8+2”复
式票，投注金额 112元，投注注数 56注，
单票中奖金额1005万元。

二等奖中出75注，单注奖金70.49万
元。其中8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56.39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为 126.88 万元。本期，三等奖中出 133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元。四等奖中出
641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13046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
出21765注，单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
中出28720注，单注奖金为100元。八等
奖中出662771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
等奖开出7003275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
结束后，42.82亿元滚存至7
月 13 日（周六）开奖的第
19080期。

7月4日晚，第19178期体彩“排
列 5”开出中奖号码“77462”，当晚，
位于我市新世纪花园西门面房 91
号的体彩 3211011947 网点传来喜
讯，彩友王先生（化名）中得一注体
彩“排列5”，喜获奖金10万元！

5日上午，在家人的陪同下，中
奖彩友王先生到镇江市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领取了奖金。据王先生介
绍，他经常购彩，一般只买 7位数和

排列 5这两种玩法。对于选号他也
比较随意，每次都让销售员电脑随
机选号，购彩金额在 10元以内。当
晚开奖，票面上最后一注号码命中
开奖号码，一举收获 10万元！王先
生和家人都表示，这次能中奖很开
心，回去后想请身边的亲朋好友聚
聚，一起分享中奖的喜悦！

“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
体育彩票一直坚信，温暖就在身边，

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相信你
我的点滴爱心汇聚起来，将是一股
强大而温暖的力量。您所购买的每
一张体育彩票的票面都印有“感谢
您为公益事业贡献**元”的字样，让
每一位购彩者明明白白献爱心，清
清楚楚做公益。体育彩票也将不负

“国家公益彩票”的初心，继续为公
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江苏的购彩者们注意了，江苏
体彩又给大家送实惠了。看了下面
这三个好消息，您一定会迫不及待
地想到身边的体彩网点走一趟。

好消息一：顶呱刮新票“出7制
胜”上市

本周，全新票种“出 7 制胜”将
在全省体彩网点上市。“出 7 制胜”
票面展示了一个立体的数字 7，票
面设计简约时尚、视觉冲击力强。
单票面值10元，有多达16次中奖机
会，最高奖金 30万元。游戏规则非
常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7”
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
额；如果出现“77”标志，即中得该标
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
兼中兼得。

好消息二：“支付宝AR扫”活

动送好礼
7月8日起，中国体育彩票与支

付宝联合推出的公益AR互动游戏
正式上线。活动参与方法非常简
单，打开支付宝，扫描活动二维码，
即可进入活动页面。

玩法一“大乐透在身边”：进入
支付宝 AR 扫，扫描任意大乐透票
面或“超级大乐透”五字都可以进入
游戏。在 AR 游戏场景中，点击云
彩背后隐藏的大乐透小球就可以累
加积分参与抽奖。

玩法二“即开一下微笑传递”：
进入支付宝 AR 扫，扫描任意即开
型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刮”游戏票面
或“顶呱刮”三字，就能进入活动。
面对手机摄像头微笑，点击拍照，即
可获得抽奖机会。

活动期间，每天都有超多奖品
发放，中国体育彩票纪念版金条、华
为荣耀手机、小米旅行箱……快拿
起手机，扫一扫参与活动吧！

好消息三：大乐透免单活动加
推4期

江苏体彩推出的“欢乐彩民节，
相约大乐透；投注 8+3，周六中奖免
单 50%”活动受到广大购彩者的热
烈欢迎，为响应大家呼声，江苏体彩
特别加推 4 个活动奖期：凡在省内
销售网点采用“8+3”复式方式（含
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投注周六开
奖的 19080期、19083期、19086期和
19089期大乐透游戏且中奖的，该张
彩票投注金额免单 50%（多期票仅
限活动当期）。本周六开奖的大乐
透第 19080 期，是该活动第五个活
动奖期，想要参与的朋友千万不要
错过。

这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你！

“排列5”随机选号命中

我市彩友喜获奖金10万元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乳腺微创手术 ：不缝合、不留疤
健康热线：86982620 联系人：陈小燕（乳腺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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