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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位于启东
高新区的江苏和和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工人们正在忙碌。
一批批热熔胶膜产品经
过配料、热熔、涂布、分
切、包装等一道道工序，
装运全国各地。

“我们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热熔胶膜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目
前有10多个自主研发的
热熔胶膜产品，年生产销
售热熔胶膜超过3000万
平方米。”谈起企业的发
展现状，江苏和和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叶书国十分自信，“近
年来，公司围绕热熔胶膜
产品不断加大研发和投
入力度，在鞋材热胶贴合
领域、电子材料领域、军
服制造领域、装饰材料领
域、无痕内衣等领域都拥
有市场领先地位。”

翻看手中的手机，叶
书国娓娓道来：“这个产
品名叫HD117胶膜，在电
子通讯领域应用广泛。”
据了解，原先，这类产品
技术被台湾一家企业长
期垄断，在国内的市场占
有量达90%以上。

和和新材料嗅到商
机后，立马组建研发团
队；半年后，取得阶段性
成果；一年后，新产品小
样出炉。“在研发过程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粘合性、
固化速度。”叶书国介绍，
作为热熔胶膜产品，粘合
性是关键指标，为此，研发人员从原材料入手，
积极改进原料配方和加工工艺。半年后，粘合性
大大提高。产品试样推出后，和和新材料积极收
集客户建议，先后6次改进工艺，最终获得成功。

产品推出后，HD117胶膜凭着其良好的性
能、亲民的价格先后赢得了华为、三星、苹果等
通讯商的青睐，橄榄枝纷纷抛来。截至目前，公
司已获得8项实用性专利、1项发明专利。

随着国家对环保的严格管控以及社会各界
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大环境下，和和新材料由
于其产品具有无毒、无味、不含溶剂等特点，其
应用和推广符合国家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因此企业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今年上半
年公司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同比增长27.6%，
净利润698万元，同比增长116%，预计今年销
售额可突破8000万元。”叶书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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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5日，江苏省铁路办公
室正式发布北沿江高铁预可、可研及勘
察设计项目招标信息，备受瞩目的北沿
江高铁正式启动前期工作。发布的招标

公告传递重大利好：北沿江高铁将从启
东新建过江通道到上海。

北沿江高铁又被称为江北的沪宁城
际铁路。目前，江北沿江的宁启复线铁路

虽然运行着动车组，但由
于条件限制，这条线路上
的车速并不能达到群众所
期盼的要求。新建一条真
正意义上的高铁，成为众
望所归。

随着昨日省铁路办一
纸招标文书的发布，这条
江北的沪宁城际铁路终于
离现实又踏近一步。

据悉，本次招标范围
为北沿江高铁合肥至上海
段，线路自合肥枢纽肥东站
引出，总体沿沪汉蓉铁路北
侧进入规划的南京北站，然
后向东途经扬州、泰州、南
通、启东，经崇明岛引入上
海枢纽上海东站，全线长约
590公里，其中安徽境内约
100公里，江苏境内约430
公里，上海境内约60公里，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000
亿元，设计速度目标值350
公里/小时。

本次招标共设2个标
段。其中标1段为合肥至
南通（国道村线路所），正
线全长约420公里。标 2
段为南通（陈桥线路所）至
上海，正线全长约170公
里。对南通（陈桥线路所）
至启东段（约100公里）进
行预可、可研和勘察设计
招标，对启东至上海段（约
70公里，含过江通道）开

展预可及桥隧方案、接入上海方案的专
题论证。从这一点看，作为重点控制性节
点工程的过江通道，可能将与铁路的其
他部分分段建设。 （季则）

北沿江高铁大事记
2013 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长江经

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
年）》，其中提出，要规划建设上海至南
京、合肥、武汉、重庆至成都的沿江高速
铁路。

2016年3月2日，江苏省政府与铁路
总公司已就加快推进北沿江铁路形成基
本共识，江苏省政府希望，这条铁路在

“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
2016年5月9日，由国家铁路局主持

的“沪崇启铁路通道规划方案”研讨会在
启东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局
以及上海市、江苏省和南通市、启东市相
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了研讨。

2016年11月初，南通铁路网发布《北
沿江铁路南通至上海段(含过江通道)方
案研究项目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北沿
江铁路前期工程陆续展开了。

2016年11月30日，江苏省政府向省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提交《关于
加快推进连镇铁路南延工程及北沿江高
速铁路建设议案办理情况报告》，《报告》
明确，备受关注的连接南京、扬州、泰州、
南通、上海的北沿江高速铁路将于 2018
年开工。

2017年4月30日，上海铁路局透露：
北沿江铁路始发站，铁路上海东站将力
争今年四季度全面开工，预计五年内建
成投用，上海东站建成后北邻自贸区，南
抵申嘉湖高速，距浦东机场约4公里，距
迪士尼约10公里。

2017 年 11 月 2 日，南通铁路地区总
图规划在南京通过审查。

2017 年 12 月 5 日，江苏省铁路办公
室正式发布北沿江高铁预可、可研及勘
察设计项目招标信息，备受瞩目的北沿
江高铁正式启动前期工作。

北沿江高铁终于来了

从启东新建过江通道入沪

本报讯 12月6日上午，全市见义勇
为表彰大会在启东宾馆启东厅召开。“源
友516”号远洋捕捞渔船群体、合作“7.4”
救人群体、吕四港镇“10.1”救援群体等3
个群体被授予“启东市见义勇为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庞卫兵、赵启道、施荣生、顾
菊康、倪锐斌等5人被授予“启东市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朱志强，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忠
出席表彰大会，并为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近年来，我市涌现出一大批见义勇为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们在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的危急关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
各种违法犯罪和自然灾害英勇斗争，为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朱志强要求全市上下进一步认清做
好见义勇为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见义勇
为人员的优抚保障工作，大力弘扬见义勇

为精神，激励更多人投身见义勇为实际行
动，奋力开创我市见义勇为新局面。

会议还对扶危救困、积极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以及在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等专项
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个人给予了
表彰奖励。

（蔡樱子）

本报讯 12月6日，南通市文化产业
发展与统计工作培训班在启开班。南通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浩，我市领导汤雄、
姜平、唐海兵等出席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邀请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产
业处处长王明珠、省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
计处调研员张晓丽、省统计局社会和科技

统计处主任科员刘丰等多位专家前来授
课，课程涉及“走进新时代的江苏文化产
业”、“《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7）》修订
内容解读及下一步文化产业工作重点”、

“文化产业单位认定方法”等内容，培训为
期2天，安排4场讲座、1场交流、半天实地
调研，共有100多名学员参加本次培训。

市委副书记汤雄说，文化产业是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动能转
换的重要抓手，是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构建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是落实“两
聚一高”、推动创业创新、实现富民惠民的有
力支撑。他表示，启东将以此次培训班为契
机，认真学习借鉴兄弟县市的宝贵经验，努

力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推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拓展文化消费领域，加强文化产业统计
的基层基础建设，提高文化建设竞争力，奋
力开创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为答好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考题提供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文化条件。 （陈天灵 潘杨）

本报讯 日前，位于市区松花江路北
侧的北上海花园C区9号楼，原居住于汇
龙镇汇东村的李陈礼一家搬进了新居。

“想不到安置房小区如此漂亮，还要比之
前看中的商品房更靠近市中心。”李师傅
的感慨，道出了市区无数乔迁安置房居民
的心声。

城市安置房工程是党和政府的一项
德政工程。始于2010年，我市按照城市总
体规划实施规模宏大的安置房工程建设。
7年里，市区总计开工建设35个安置房项
目，面积700多万平方米，竣工达21000多

套。为回报广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大力支
持，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在基本实现安置
房建设“零过渡、零脱幅、零差距”等目标
的同时，更是尽最大可能将安置房“安顿”
于市区特别是新城区黄金地段，并全部按
商品房标准实施配套工程。在这些年里，
市区陆续竣工落成的包括北上海花园、城
东花园、东疆花苑、台角小区、文汇新村、彩
臣三村等几十个安置房项目，八成以上建
设于离市中心5公里内的繁华区域。

与商品房“零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
区位上。记者了解到，为求得最好设计，市

里专门请来了国家级设计团队；为建设更
美小区，市里不惜把国家设定的每平方米
20~30元的小区绿化建设标准提高了4~5
倍，还实现了在建筑用材、质量、外观及配
套设施等方面与普通商品房的基本无异。

在我市最近7年里竣工或开工的安置
房小区里，离市政府不足1000米的北上海
花园是其中的一个大手笔工程。历经6年三
期建设，目前该小区总计竣工住宅楼51幢，
共计48万平方米，可安置3982户。居民们
与四周碧桂园、翡翠园、世纪家园商品住宅
里的住户一样共享便捷的交通、医疗、教

育、通信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由此无不盛
赞政府惠民实事办到了心坎上。

今年以来，我市安置房建设工程继续
策马扬鞭，截至本月初，全市又新开工7个
安置房项目计91万平方米，新竣工68万
平方米，可交付5200套住房。

（姜斌 张以）

2010年以来我市开工建设35个安置房项目共700多万平方米

市区八成安置房建在“黄金地段”

唱响正气歌 激发正能量
我市表彰3个见义勇为先进集体5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社保卡发放工作
全面启动

2018年4月30日前完成
本报讯 记者从12月5日召开的全市社会

保障卡发放工作会议上获悉，12月11日起，我
市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
社会保障卡发放工作，2018年4月30日前完成
社会保障卡发放，实现社会保障卡应用全覆盖。

社会保障卡是持卡人在医保、社保等社会保
障方面的个人身份证，具有身份识别、信息记录、
信息查询、业务办理、公共服务等基本功能，同时
也兼有金融服务功能。

持卡人可凭卡办理各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事务。在相关系统升级完善后，参加医保（职工医
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人员可凭社会保障卡到医
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参加社保的人员可使
用社会保障卡进行社保缴费。此外，持卡人还可
以携带身份证在相应银行网点办理账户激活，将
社会保障卡作为银行借记卡使用。

据介绍，此次发放的社会保障卡是按照
2017年度参加我市新农合的名单制作的，已在
我省其他地方制作社会保障卡、未参加我市
2017年度新农合的人员，将无法在本次发放中
领取社会保障卡。

目前，全市各镇、园区正严格按照实施方案，
分村组、分阶段做好已制作的社会保障卡发放工
作，同时对未制卡人员及时做好信息采集、数据
上报工作。发放工作启动后，在市设置287个社
保卡发放点，届时领卡人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
户籍簿即可在发放点领取本人社保卡。如为他人
代领社保卡则需同时携带领卡人和持卡人的身
份证或户籍簿。 （杨丰岭）

奋力开创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
南通市文化产业发展与统计工作培训班在启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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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沿江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