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尹丽珊） 7月 9日上午，区党

工委书记戴荣江、区管委会主任徐龙波调研重点

城建项目建设和运转情况。

戴荣江、徐龙波先后来到新嘉源人才公寓、

韩国社区、东方之洲、宝龙城市广场、卡迪欢乐世

界、未来科技城、商会大厦等重点城建项目现场。这

些项目中，既有支撑产城融合的载体配套项目，又有

关乎民生福祉的民生实事项目；既有已经投入运行的

成熟项目，也有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的在建项目。每到

一处，戴荣江、徐龙波都认真察看现场，同项目负责

人亲切交流，详细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对项目推进和

经营过程中的存在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新嘉源人才公寓是市区目前规模最大的集中

定点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服务于东风悦达

起亚、摩比斯、天合国能、润阳悦达等120余家

企业。在参观公寓房、服务中心后，戴荣江强

调，要围绕配置人才，合理制定不同层次、不同

类别的人才入住标准，营造引才、爱才、惜才、

留才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学习借鉴先

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完善软硬件环境建设，提

升运营管理和文化建设水平，提供精细化保障服

务，让入住人才拥有一个安全、温馨、和谐的人

居环境。

韩国社区是我区为在盐韩国人提供居住、娱

乐、餐饮等综合性服务的高档社区，是全区重点

功能配套项目之一。戴荣江要求，要抬高功能定

位，科学规划布局，完善配套设施，提升韩国社

区的文化、亮化、绿化水平和档次，打造自然与

人文共生的休闲社区。要凸显韩国元素，将韩文

化有机植入社区，展示社区的国际形象，让韩国

友人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卡迪欢乐世界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汽车主题公

园，也是我区推动产城融合、打造汽车文化名城

的名片之一。戴荣江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创

新运营思路，抓实安全生产，积极推进高效运

营。要加快提升改造，树立全新理念，注入高科

技元素，努力把卡迪欢乐世界打造成为有文化、

有故事、体验式的旅游景点。要丰富游览内容，

拓展展示形式，积极打造集思想性、艺术性、互

动性、科技性为一体的城市地标。

在东方之洲、宝龙城市广场等项目现场，戴

荣江强调，要抢抓韩风国际文化名城建设契机，坚

定发展信心，注重品质品位，树立精品理念，强化

社会责任，打造过硬的城建品牌。在未来科技城等

项目现场，戴荣江要求，要紧扣功能定位，强化主

题引领，突出重点，体现特色，加快功能区域打

造，建设高水平、高标准的科技创新平台。

区领导郭庆生、瞿斌、杨义宽参加调研。

戴荣江徐龙波调研重点城建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 阳 刘加龙） 7 月 2 日，记

者来到东方之洲 C4C7 标厂区项目工地施工现

场，只见厂区已初具规模，厂房主体工程已经全

面完工，工人们有的在进行地坪保洁，有的在进

行停车场路面施工，室内装修、室外附属以及绿

化工程作业正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东方之洲C4C7标厂区项目位于我区中韩盐

城产业园内，总投资近 3.8亿元，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该项目既布局了标准化厂房，又兼有

办公及其他配套用房，建成后将配套中、轻型工

业和高端电子等项目入驻使用。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我们进一步加强施工

的组织力度，配齐配强管理团队，采取了优化施

工组织、增大工作面等一系列措施，同时上足机

械和人力，发扬‘白加黑’的苦干、实干精神，

加班加点，确保按时完成施工任务。”该项目负责

人李春成告诉记者，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扫尾冲刺

阶段，预计8月初可全面竣工。

东方之洲C4C7标厂区项目即将竣工

光电产业园区优化服务环境筑牢发展根基
本报讯（记者 刘加龙 袁 帆） 7月 8日，记

者走进捷威动力电池项目建设现场，只见现代

化的标准厂房已经全部建设完成。白色的厂房

内，一台台自动化生产设备排列整齐，工人们

身穿防尘服，正在进行设备最后调试。“我们项

目从去年 8月 8日正式动工，到今年 7月 18日正

式量产，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这离

不开经开区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捷威动力工业

江苏有限公司项目技术部部长冯树南告诉记者。

据了解，捷威动力一期电池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主要进行新能源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

模组及整体电池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目前已经完成设备投资 17亿元。

在项目现场，光电产业园区项目处处长徐

绍川与冯树南亲切交流。深入项目现场，了解

项目进度，是该园区的常态化工作。通过建立

登门帮办、面对面指导、点对点服务等全流程

服务帮办机制，及时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

光电产业园区的做法只是全区上下坚持

“项目立区、创新引领、服务至上”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和“两海两绿”发展路径、“五个三”工作部

署，确立“谈成归来”的责任担当，坚定“做

成回家”的责任自觉，狠抓项目建设，持续做

强产业，不断改善环境，筑牢高质量发展根

基，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

各级各部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担

当，全力推动资源向项目聚焦、要素向项目聚

拢、力量向项目聚合，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

产、早达效。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服务力度，做

好保姆式服务，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做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采访结束

时，徐绍川充满信心地说。

德纳非公路事业部盐城工厂隶属于美国德纳公司，主要生产静液压驱动装置及机械传动装置。今年以来，该公司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紧抓市

场机遇，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计划在未来5年内，持续投资3000万美金扩建新产线，全面提升企业竞争优势，1至6月份实现销售额3亿元。图为

工人输入技术参数。 徐 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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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益汽配技改升级助推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孔大勇） 7 月 9 日，

记者在动益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看到，车

间里整齐排布的 21 台自动注塑机正有

序运转，机械手臂从注塑机上抓取注塑

件送入滑行通道，精准衔接，整个生产

车间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

“从去年底开始，公司相继投入600
万元，进行设备提升和改造，车间自动

化程度大大提升。”该公司生产主管蔡

正勇介绍，车间新增800吨容量注塑机4
台，同步改造升级了4条传送带。生产

过程中原材料通过机械手抓取，经过注

塑加工，由传送带直接传送到临时存件

区检测，整个过程均采用自动化作业，

一名工人即可操作两台设备，生产效能

显著提高，生产能力从原来每月7000套

增加到现在的3.8万套左右。

动益汽配是韩资工业园区内一家中

小型韩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空调配

件，产品供应 DYK、吉利、沃尔沃等

品牌。今年，在传统汽车行业整体下行

的大环境下，该公司进一步强化技改升

级，拓展市场，实现了产销的逆势上

扬。

今年以来，随着 DYK 一工厂搬

迁，相关车型的配套生产暂时停止，对

动益汽配整体产销造成了一定影响，但

该公司在拓展市场方面取得了突破。

“在稳定DYK、领克、沃尔沃等配套生

产的同时，我们新拓展了对吉利CMA
的配套供货，公司生产销售总体保持良

好态势。”在成品区，蔡正勇指着一箱

箱整装待发的空调配件告诉记者，今年

上半年，公司实现开票销售 3461万元，

同比增长100.2%，目前吉利的供货量正

在逐步攀升，市场前景整体向好。

除了在生产设备上进行升级扩能，

公司在安全环保方面也是加大投入。今

年公司投入100余万元添置活性炭吸附

净化设备，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处

理，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绿色发展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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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大勇） 7月 11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魏国强来我区，就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等课题开展

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倪峰、副主任邹毅实，区党工

委书记戴荣江陪同。

魏国强一行先后来到中韩（盐城）产业园规划展示馆、盐城天

合国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摩比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调研，

详细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对我区主动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加快

建设中韩（盐城）产业园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在中韩（盐城）产业园规划展示馆，魏国强详细了解中韩（盐

城）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他指出，中韩（盐城）产业园是“一带

一路”合作创新的国家级载体，在盐城乃至江苏对外开放史上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推进中韩（盐城）产业园加快建设，是事关未

来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希望盐城经开区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充

分发挥对韩合作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强对韩合作交流，突破韩资重

大项目、集聚韩资优势资源、塑造韩资特色产业，高标准推进中韩

（盐城）产业园建设，努力打造中韩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

天合国能四期组件项目按照省示范智能车间标准建设，光伏组

件的转换效率、输出功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魏国强一行深入车间

一线，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详细询问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

况。魏国强对天合国能产品在光伏行业的领先地位给予肯定，鼓励

天合国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在技术创新、行

业标准、行业整合等方面，继续保持光伏行业的领先地位，为盐城

经开区打造东部光谷贡献力量。

在摩比斯三工厂电装车间，魏国强一边察看全自动生产线，一

边与韩方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产品销售

等情况。得知企业为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等提供新能源汽车核

心部件，魏国强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机遇，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提

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调研中，戴荣江向魏国强汇报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中韩（盐

城）产业园建设情况。他表示，我区将聚焦中韩（盐城）产业园建

设，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

新高地的 24条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全面拓展开

放空间，加大对韩招商力度，努力实现探索性发展、创新性发展、

引领性发展，为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区领导郑荣文、瞿斌、周翔陪同调研。

伟巴斯特品质引领夯实提档增速基础
本报讯（记者 杨柏雯） 日前，记

者在伟巴斯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看到：一条条生产线整齐排列，数控

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快速有序地为

天窗玻璃打胶，自动传送带将各工种连

成整体，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框架组

合、刷漆、玻璃固定等操作，成品区一

箱箱成品整装待发。

“今年我们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了

全新天窗产品，由原来的三块玻璃变成

两块玻璃，同时增加语音控制识别系

统，使产品更为智能化。”公司营业部

副经理耿肖锋介绍，年初，该公司在原

有生产条线的基础上，进行技改升级，

大大提升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水平，预

计一年可增产1万台套。

伟巴斯 特 汽 车 配 件 有 限 公 司 是

DYK 的一级配套商，主要产品为起亚

全系列天窗。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

大设备投入和新品研发力度，提升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创新驱动快

发展。同时，始终将强化产品质量监

控作为生产管理环节的“重头戏”。

设立初成品检查台，车间班组赶制的

初成品下线后，由专业质检人员检查

机器人打胶、抹漆等工序是否合格。

从原材料入库到产线每个工位，都必

须经过层层自主检查，并对当日产品

的原材料质量、气枪扭力、安装过程

等进行 3 次抽检，严把质量关口，确

保产品合格率，保证交给客户最好的

产品。

该公司坚持着眼于长远发展，技改

工作的深入推进，产品质量的严格把

控，都为伟巴斯特的提档升级奠定了坚

实基础。“今年公司订单已排满全年，

目前生产车间基本处于‘歇人不歇设

备’的状态。我们 10 月份还会投入新

产线，全年销售额预计可达 6亿元。”

耿肖锋信心满满地表示。

强化技改扩能 严把质量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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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 助力光电技术新突破助力光电技术新突破
——江苏米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掠影

江苏米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高品质LED封装器件与LED应用产品研发和生

产的高科技技术企业，总投资 10.8亿元，计划投资建设

不少于1000条的LED封装线。

北大 （盐城） 光电产业研究院是米优光电联合北京

大学共同打造的高科技研发检测中心，主要围绕LED封

装、LED照明和LED显示等领域进行光学研发。该中心

设有光学研发实验室、环境及可靠性研发实验室、EMC
电磁兼容研发实验室、CSP研发实验室等，研发实验室

全部通过国家CNAS和美国NVLAP无缺项认证，成为美

国环保署 （EPA） 和能源部 （DOE） 的注册实验室，出

具的检测数据具有国际权威性。

米优光电不仅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还推动产学研

一体化，联合复旦大学半导体微电子学院、维纳电子器

件研究所等众多科技研究机构强强合作，共同开发高品

质LED封装器件。该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户内外LED显

示屏。户内全彩系列产品主要包括 1515、2121、3528，
具有可靠性优异、对比度高、可视角度大、一致性好、

色彩艳丽等特点。户外全彩系列产品主要有 1825、
3535，产品产能大、性能优异、可靠性高，可防尘、防

水、防紫外线等。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米优光电凭借丰厚的资金力

量、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生产能力，得到了迅速成长，产

品得到市场检验并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曾荣获第五届

中国 LED 首创奖最具发展潜力奖、2018 年度特别贡献

奖、第六届中国LED首创奖品牌价值20强企业、第六届

中国LED首创奖优秀奖。1至6月份，该公司销售收入已

达8500万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北大（盐城）光电产业研究院

焊线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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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所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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