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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09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3%。这一成绩虽不足以让恒神
在业内傲视群雄，却更加坚定了
全体恒神人昂首奋进的信心。

熟悉恒神的人都明了，自
2007年创立至今，这个肩挑重担
的企业步子迈得并不轻松。

因为秉持“产业报国”的抱
负，恒神创始人钱云宝毅然走上
了“碳纤维国产化”的探索之
路。“作为民营企业家，公司的创
始人钱云宝先生和董事长钱京
先生为碳纤维的发展投入了全
部身家，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公司已投资40多亿元，除了前期
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
入外，持续数年的研发投入尤其
是覆盖全产业链各环节的研发
投入占比巨大。”江苏恒神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蒋丽霞直
言，碳纤维产业具有前期投入巨
大、投入回报周期较长等特点，

因此，持续性的资本投入是推动
行业和公司实现产业报国目标
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面对国
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
本行业独有特点，恒神近年来始
终处于亏损状态，现金流紧张的
局面频频出现。

“恒神碳纤维事业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维持。公
司于 2015年 5月挂牌新三板，综
合运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等
手段是公司进行资本运作的主
要方式。而经过科学筹谋和审
慎思考，我们认为恒神需要融合
更多的股东把碳纤维及复合材
料做好。”恒神股份相关负责人
如是说。

引进国企，能让恒神的股东
结构多元化，也符合国家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方向。

2018年一季度，江苏恒神股
份有限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开始初步接触。此

后的八九个月时间，在双方通力
合作以及市政府的重视和推动
下，履行完法律、财务审计等尽职
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
资评估相关工作，经过多轮方案
沟通和磋商，最终达成协议。
2018年12月27日，江苏恒神股份
有限公司与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悦达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股份认购协议，通过定向
增发的方式开展战略合作。恒神
发行新股 2,064,192,472 股，募
集 资 金 总 额 2,559,598,665.28
元。其中，陕西化工、上海悦达现
金入股15.78亿元，天惠投资债转
股9.81亿元。恒神于今年3月完
成新增股份登记。

“此次资本运作充分响应了
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国有企
业的制度和管理优势与民营企
业的机制灵活性充分结合，从而
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恒神有
效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减轻了企
业运营资金压力，做实了产品研
发投入资金来源，为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蒋丽
霞说，随着陕煤集团、天惠投资、
悦达集团携手恒神，会更加有利
于恒神的长期健康运营和有序

良性发展。“国内碳纤维在防务、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域应用
逐步开始发展，这些领域大部分
为国有制占据行业主导地位，陕
煤集团的国资背景对恒神股份
未来在这些领域的开拓深耕意
义重大。同时，作为世界 500强
企业，陕煤集团雄厚的资金实力
背景为公司、为碳纤维行业的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此外，
作为国有大型能源集团，陕煤集
团的能源优势未来也可以更好
地提升恒神股份的产品成本竞
争力。”在蒋丽霞看来，恒神与陕
煤“牵手”不可谓不是民营经济
和国有资本的“强强联合”，未来
势必实现互利共赢。

有了更有力的底气支撑，恒
神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充
分运用资本市场给公司带来的
便利高位谋篇，沿着既定的深耕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主业的道
路，继续以航空航天领域为基
础，进一步提升现有型号的市场
份额，同时争取更多的航空航天
型号验证。此外，恒神还将积极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大举
进军海外市场，把中国的原创技
术和中国制造带到海外，跟国外
的同行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比拼。

恒神“牵手”陕煤悦达

“强强联合”铺平高位谋篇发展路
本报记者 尹媛

重组企业巡礼重组企业巡礼

本报讯（记者 束丽娜） 8
月31日上午，市委办党支部赴党
员教育实践基地，开展了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
的“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
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知识
竞赛。市委副书记赵志强参加
活动。

上午9点，市委办党支部全
体党员首先来到位于开发区联
观村的夏霖烈士墓园，实地了

解烈士事迹，开展党性教育。
据介绍，夏霖烈士 1895年出生
于丹阳城镇，是我市革命先
驱，曾参与创建了我市党组
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
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临危受
命赴无锡领导农民暴动，不幸
在暴动失败后被残暴的反动派
野蛮杀害，牺牲时年仅 32 岁。
1990年，我市将夏霖烈士墓列入
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又将

墓地列入丹阳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随后，赵志强一行又来到
党员教育实践基地，重温入党誓
言，依次缴纳党费，并集体观看
了电影《赵亚夫》，市委办党支部
的三名党员代表还围绕“全省学
亚夫 我们怎么学”这一主题各
自作了交流发言。

活动中，赵志强强调，每
位党员都要深入学习亚夫精

神，对标模范找差距；要学会
站在高处谋划，在工作中坚持
做事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
断增强自身能力，努力将为民
的情怀、干事的激情转化为实
际行动，为实现丹阳高质量发
展助力。

此外，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市委办党支部还组织开展
了专题知识竞赛，以增强党性修
养，让党建知识深入人心。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市委办党支部开展“五事联动”主题党日活动

进入中秋季，作为沪宁线上
最大的月饼加工中心，江苏沪耀
公司 10 条月饼生产线满负荷运
转，日产月饼 80 万只以上，为希
尔顿、今日头条、苏宁、东方航
空、五芳斋等 300 余家名店名企
代加工月饼，成为全省首家月饼
出口国外的企业。今年，沪耀月
饼线上线下销售额预计同比增
长30%左右，月饼订货量近亿元，
外地销售超90%。图为沪耀员工
正在抓紧订单生产。 （记 者
溢真 通讯员 司宣 摄）

沪耀放量外地销售
打造亿元月饼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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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一路翻山越岭
只为来看“你”

暑假期间，市九九爱心社
的成员小鸥（化名）跟随爱心社
前往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看望
资助的孩子们，这是她第二次
走进大山。为了给10岁女儿
一个特殊的成长礼，让她感受
大山里的孩子学习和生活的不
易，不再“娇生惯养”，此次，她
特意带上了女儿一起去看望山
区的贫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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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民间偏方”
治病还是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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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办负责人解读
《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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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
获得第17个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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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扎堆请年假
携娃出游变“受累”

随着暑期结束，携娃出游
的家庭已陆续回到家中，但暑
期旅游遭遇的种种窘境却依
然记忆犹新。学生放假带动
家庭出行，致使部分热点景区
纷纷“爆棚”，酒店涨价入住
难，飞机高铁一票难求，扎堆
休假让“休闲游”变“受累游”，
假期“恶补式旅游”如何解？

8版

2019年篮球世界杯开幕
中国男篮赢得开门红

中国男篮以一场胜利开
启了 2019 年篮球世界杯之
旅，70:55的“开门红”，从结果
上看相当完美。不过，科特迪
瓦仅仅是中国男篮世界杯征
程中跨越的第一道门槛，面对
未来的强大对手，中国男篮的
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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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9月 1日电 随
着暑期结束，携娃出游的家庭已
陆续回到家中，但暑期旅游遭遇
的种种窘境却依然记忆犹新。学
生放假带动家庭出行，致使部分
热点景区纷纷“爆棚”，酒店涨价
入住难，飞机高铁一票难求，扎堆
休假让“休闲游”变“受累游”，假
期“恶补式旅游”如何解？

景区“人山人海”成暑期
主风景

今年暑期，景区爆满的新闻
占据不少媒体头条。游人爆满，
梵净山景区连续 9天门票售罄；
丽江玉龙雪山连续几天达到最大
承载量，景区为此发布公告采取
限流措施；在7月31日之前，八达
岭长城景区已接待游人超 223万
人次，发布红色预警4次……

到敦煌旅游的四川游客孙丽
说：“长假只有春节和十一，其他
小长假都没法出远门旅游，春节
还要回家探亲也不适合外出。”部
分网友调侃道：这边厢，景区里人
山人海；那边厢，游乐场排成长
龙。要么启程时，酒店机票高得
离谱；抑或归程时，高铁火车一票
难求，旅行体验大打折扣。

事实上，为了引导、控制客
流，不少景区已推出相应政策。
有的景区通过网站、广播、手机短
信和景区显示屏，告知游客拥挤
程度、景区的承载空间甚至采取
限流售票措施。然而暑期长达一
个多月，积蓄已久的旅游需求正
是集中释放期，这些措施能起到
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景

区的承载量是有限的，暴增的游
客给景区管理带来极大挑战。据
甘肃敦煌鸣沙山景区工作人员介
绍，七八月学生放假期间，景区一
天最多接待超过4万人。

眼下，随着暑期结束，许多景
区的“红火期”逐渐降温，有的城
市和景区甚至在短短几天内，酒
店房价从暑期的上千元跌至两三
百元，住客也变得寥寥无几。

假期“恶补式旅游”皆因
孩子

明知景区“人山人海”，为何
依旧“偏向虎山行”？万千拥挤和

所有疲惫，都是因为孩子。记者
在几个热点景区观察后发现，携
学生出游的家庭和高校学生，是
寒暑假期出行的主体。

孩子平时要上课，舍掉五一、
十一可携子同游的公共假期外，
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放风”的时
间，就只剩下炎热的暑假和寒冷
的寒假了。

兰州文理学院教授高亚芳认
为，旅游热潮基本与孩子们的寒
暑假重叠，只要孩子们有空闲旅
游，家长们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
宝贵的年休假拿出来。

因此，请年假带娃出游成了
不少家长在假期的必做之事。扎

堆请年假，批还是不批？让不少
单位企业陷入“两头难”的境地。
一些单位和企业负责人表示，一
方面，对于部分特殊行业，暑期是
最忙碌的时段，工作任务繁重；另
一方面，职工确实有休年假的现
实需求，这种矛盾很难平衡。

费尽心思争取到年假，带孩
子暑期出游却身心俱疲。“我的孩
子上一年级，体验了一把爆满的
暑期档。”兰州市民王炎无奈地
说，“本来想去云南旅游，机票酒
店价格高，高铁不是站票就是没
票，直接放弃了。我们选择去了
西安，天气炎热，走哪都是人挨
人，这个暑期就是这样度过的。”

动态调整假期，丰盈孩
子体验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把多勋分析认为，旅游业要驶上

“快车道”，首先要保证国民“有假
可度”。集中放假必然会导致游客
扎堆出行、热点景区“压力山大”，
若针对中小学假期实现动态调整，
不仅能一定程度为景区降温，还能
延长旅游资源的“适游期”。

事实上，2014年8月9日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就鼓励高校和中小
学调休、增加春假。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
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也提出，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单位与职
工结合工作安排和个人需要分段
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错峰休假。

假期本来是工作和学习之余
对身心健康的有效调节，并不是
一场“冲锋陷阵”的苦战。“让家长
根据学生放假时间来选择自己带
薪休假的时间，这样既能为景区

‘减负’，也能使家庭游成为一种
真正的享受。”高亚芳说。

“可以考虑从暑寒假中掐头
去尾各拿 5天，分别设立春假和
秋假。”兰州市第十四中学校长姚
富荣说，“寒暑假设立的初衷不是
为了旅游出行，而是避开炎热和
严寒的天气，让学生有个放松调
节的时间。如果设立春秋假，对
于中小学师生而言，并不会大幅
度增减假日天数，还可适当规避
寒暑假这样并不十分适宜出游的
时节，家长可自行选择春假或秋
假带孩子出游。”

新华社北京 9月 1日电 高
校开学季即将到来，51岁的李佳
兴冲冲地准备给刚考上大学的
儿子购置生活用品，但都被婉拒
了：基本用品学校都配齐了，“快递
也很方便”，没必要大包小包带很
多东西。

李佳很感慨，上世纪 80年代
初，他带着脸盆暖壶，提着沉重的
行李，从海南乡下用了3天才抵达
武汉的大学。他听叔父——一位
50年代的大学生说，当年上大学，
他背着铺盖卷，拎着母亲手缝的布
袋，里边就装着几件打补丁的衣
服。

天猫最新数据显示，除了手
机、电脑和平板之外，2019年大学
生的开学行囊里又增添了“新三
样”：电子书、按摩仪、平衡车。

从生活必需品到时尚消费品，
新中国成立70年间，大学生入学
装备发生的巨大变化，折射着时代
的变迁。

“三大件”：几代大学生迥
然不同的入学记忆

1964年，福建学生李德坚第
一次离开家乡，坐了48小时的火
车，几经辗转来到清华大学。彼
时，他随身只带了一个藤条箱，里
面装着几件从高中就一直穿着的
旧衣服。

上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经
济水平不高，大学生入学行囊以生

活必需品为主。“衣服、被褥、饭碗”
或“脸盆、暖壶、搪瓷缸”，都是常见
的开学“三大件”。

到了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大学生
的入学配置也有了新变化。对于
追赶“时髦”的年轻人来说，钢笔、
手表、收音机成为新的“三大件”，
一些不常见的小电器备受追捧。

1985年入学的杨萍回忆，“那
会儿‘随身听’是奢侈品，我有个
日本的‘随身听’，全班同学都抢着
借”。

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科技
发展日新月异。1998年入学的谢
先生说：“传呼机从数字显示到汉
字显示，只要有新花样，父母就尽
量给孩子装备。”

2003年入学的李晶说，对于
不少“80后”大学生来说，手机、电
脑、MP3是最常见的“三大件”。她
记得大一时买了台摩托罗拉手机，
但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仅有的游
戏是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

近两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
孩子开始集中踏入大学校门，他们
当中一些家境富裕的群体追求的

“三大件”，已超越基本生活需要，
转为市场消费潮流的风向标。

时代不断变化，对大学生
活期许各不相同

纵观 70年入学装备的演变，
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少，
个性化用品越来越多。1964 年
考入清华大学的王健华记得，进
入校园看到很多人拿着网兜，里
面装着脸盆、毛巾，“当时大家穿
着都一样，生活水平也都一样”。

而如果打开 2019 级大学生
的行囊，则会发现各种可能：
公仔、画具、吊床、无人机、
投影机、护肤品……淘宝大数
据显示，零食、电竞、养生、
连衣裙、考研等成为开学网购
热搜，而且需求呈现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的特点。

——行李越来越小，装备
越来越贵。1985 年，杨萍坐火
车上大学，从内蒙古到北京再
转至西安，一共花了 36个小时。
仅行李箱大概就有三四十斤，还
不包括托运的被褥。

而对于不少 2019 年入学的
新生来说，“空手到”和“开学寄”
已成为开学季的打开方式。一
方面是发达的网购、物流提供方
便；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不断
升级，为学生提供了统一的基本
生活用品。

今年入学的王一冰仅准备
了一个行李箱，装着应季衣物、
电脑、护肤品。至于收纳箱、床
单等生活用品，她都是到校后购
置的。

开学用品正变成具有仪式
感的礼物，有的家庭投入不菲。
2019年天猫开学季数据显示，要

配齐手机、电脑、平板的“老三
样”和电子书、按摩仪和平衡车
的“新三样”，上万元的花销稀松
平常。

随身携带的物件，也印刻着
几代大学生记忆与情感的烙印。

上世纪 50 年代上大学的李
怀远说，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
量，是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
追求。“漫卷诗书喜欲狂”，带着
一箱书入学的 77级大学生李彬
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80年代上
大学的杨萍说，“知识改变命运”
是对大学生最铿锵的激励；90年
代入学的余维泽说，上大学让我
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今年刚
上大学的吴菲菲则说，我想在诸
多可能性里，选择最适合自己发
展的道路。

管窥行囊：经济腾飞 社
会变迁

从大学生的行囊中，可以透
视经济腾飞、社会转型的诸多变
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
和消费水平都很低，1949 年，我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
元。7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
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
2018年就达到 28228元，扣除物
价因素实际增长近60倍。

李德坚说，当时为了省钱，
他每月会有4天不吃菜，“省下来

的一块二很管用，可以买笔记
本”。“那时5块钱攥在手里，能熬
一个礼拜，买个西红柿、鸡蛋都
得琢磨半天，不敢买”。王健华
回忆，“现在可不一样了，谁还会
巴巴地数着发工资的日子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
副教授严飞说，从大学生入学

“三大件”的变化，可以看出我
国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中等
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社会结构
的变化，带来的是家长对于教
育投资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回报
的进一步期待。

70 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不
断发展。1952 年，全国普通高
校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
试，当年共录取新生 6.6 万人。
1977 年，高考大门重新打开，
570万名应考者走入考场，录取
率为 4.8%。2018 年，中国高校
招生790.99万人，毛入学率已达
到 48.1%。2019年预计毛入学率
将超过50%，实现高等教育普及
化。

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王健
华教授说，“现在，社会和家庭
对教育的投入很大，大学生的
素质不断提高，个人价值的追
求更加多元。”但同时，她期
待，“应加强培养年轻人的家国
情怀和奋斗精神，在不断扩大
国际视野、实现自我的同时，深
深扎根脚下的土地，努力回馈社
会”。

从“被褥、脸盆、暖壶”到“电子书、按摩仪、平衡车”

大学开学“三大件”折射70年变迁

暑期扎堆请年假 携娃出游变“受累”
——假期“恶补式旅游”为哪般？

景区“人山人海”成暑期主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