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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达电源投资 1.5 亿元实施电动车用锂离子电池技改，实现年新
增应税销售 2.5 亿元

做世界一流的专业电池制造商
本报讯 4 月 12 日上午，海四达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电动车用锂离子电池生产
车间内，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 去年公司
投资 1.5 亿元实施电动车用锂离子电池
技改项目，新增了锂电极板、装配、检测
等设备，于当年 8 月竣工投产，实现年新
增应税销售 2.5 亿元。”海四达电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晓彦告诉记者。
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
早专业从事二次化学电源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拥
有从材料、电芯到电池系统的产业链核
心技术，公司现已具有年产 2.6GWh 锂离
子电池、0.2GWh 镍系电池生产能力，产
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储能、
电动工具及小家电、武器装备、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锂电池行业一直保持高速

发展状态，而新能源电动汽车、储能、智
能电网、中高端电动工具等下游的需求
增长更是带动了锂动力电池市场规模持
续扩大。沈晓彦自豪地表示，凭着独特的
竞争优势，海四达产品在各市场领域的
占有率得以不断提升。随着国家对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的调整，也倒逼着企业
不断加大电池技术进步。
沈晓彦介绍，
今年国家工信部提高了
对电池系统能量密度门槛要求，
海四达及
早布局实施电动车用锂离子电池技改项
目，
目前公司磷酸铁锂电池系统能量密度
由原先的 120wh／kg 提升至 140wh／
kg以上，
达到了国家工信部新能源汽车的
最高补贴标准。截至目前，海四达已有 50
多款电池系统产品入工信部汽车电池公告
目录，
已配套了北汽新能源、中植一客、四
川野马、南京金龙、陕西汽车、广通客车等

国内多家客车与乘用车生产厂家。
打铁还需自身硬。海四达公司每年
的研发费用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
5%，建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
省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动力电池及其材料
研发的省级工程技术中心，以及省企业
技术中心、省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平台，拥
有一支涵盖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测试验
证、制造等领域 200 多人的研发团队，占
员工总数的 15%。此外，还先后承担了国
家 863 计划、工信部重点产业技术振兴和
技术改造项目、发改委电子信息产业振
兴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项
目、江苏省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等多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多项产品
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并在二次电池及管理系

统领域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20 多件，在审
发明专利 60 多件。
正是靠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强大的
技术实力，使公司的品牌价值不断得到
提升，海四达电源逐渐成为锂电制造业
最具发展潜力企业之一，多次被评为优
质供应商、金牌供应商等称号。沈晓彦表
示，接下来，海四达将加大锂电新产品的
产业化进度，为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储
能、电动工具等领域的客户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成为世界一流的专业电池
制造商。
（蔡樱子）

国家安全
关乎你我

南通二建在柬埔寨总承包
的建筑项目隆重开工

精耕一带一路
拓展海外市场
本报讯 近日，由南通二建在柬埔寨总承包的绿
领控股年产 10 万吨淀粉厂斯努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
工仪式。柬埔寨副总理 YIM CHHAYLY 主持了开工
仪式，
凸显了该项目在柬埔寨的重要地位。
斯努项目位于柬埔寨桔井省经济特区，属于新建
厂房，总用地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南通二建作为施工
总承包单位，施工内容包括土建、钢结构、装饰装修、
安装专业、电气仪表，废水及污水处理构筑物系统、储
罐、压力管道、室外总体及景观绿化等。该项目工程预
计今年 11 月 1 日建成投产，总工期 201 天，总投资约
5000 万美元，实行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工期异常紧
张，工程质量要求须达到中国及柬埔寨国家有关的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
据了解，该项目是 2018 年南通二建在柬埔寨承
接的第二个项目。此前，柬埔寨洪森大道 3 亿美元的
40 万平方米富力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近年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启东建筑拓展海
外业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南通二建海外布局迅速
推开。目前，南通二建海外战略实施蹄疾步稳，集团境
外项目已经扩展到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
柬埔寨、
马来
西亚、
阿尔及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
在以色列，
南通二建因作为非本土企业第一个获得建筑总承包
G5 最高资质和外籍劳工配额许可证，而备受各界关
注。目前，已和多家以色列房产大公司签订总承包合
同。这些都已成为集团拓展海外市场的样板和跳板。
未来，南通二建将以更大的力度实施国内外市场开拓
双轮驱动战略，不断加快经营发展国际化进程，为尽
早实现
“双千双百”目标砥砺奋进。（黄燕鸣 黄晖）

中集太平洋海工再气化科
研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

攻克国产难题
填补国内空白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汇龙中学组织学生来到武警启东中
队，开展“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活动。通过
参观中队荣誉室、学习内务整理，学生们体
验了军营生活，接受了国防教育，感悟了武
警官兵严谨规范的作风纪律，进一步增强了
国家安全意识，
激发了爱国情怀。
郁卫兵 小朱摄

规范行政行为 提升服务效能
我市开展审批许可监管效能提升专项整治
本报讯 为落实好市委关于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六大专项整治行
动”
要求，
从现在起至 12 月底，
市纪委与市
行政审批局将联合开展“审批许可监管
（便民服务）效能提升专项整治”
活动。
整治对象为全市各镇、园区、街

道、市级机关各部门以及有关公共服务
单位，整治内容包括：审批和监管衔接
不到位，监管失控；审批许可效率不
高，中介服务影响效能；事项进驻不全
面、审批授权不到位；审批许可时间过
长、成本过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

高、服务不规范、作风散漫、纪律松弛
等方面。
通过专项整治，及时发现各部门单
位在行政许可、便民服务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督促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不断规范行政行为，着力打造

机制畅通、审批高效、服务优质的便民服
务体系。为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启
东营造最佳营商环境，持续提高群众和
企业的满意度与获得感。
市纪委要求，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
度，形成浓厚氛围。
要采取会议动员、现场
示范、情况通报、媒体公示等形式，
公开整
治工作内容、具体措施和完成时限，让群
众充分知情，接受群众监督。各纪检监察
组织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加强督查指导，
切实解决落实不力、浮于表面等问题，确
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蔡樱子 谢福林）

1949 年 1 月，驻汇龙镇国民党军仓皇撤退至崇明，解放军进驻汇龙镇，避居城外的
百姓安然进城——

军民联欢庆祝启东全境解放
本报记者 钱爱仁
【历史档案】
1949 年 1 月初，淮海战役结束，长江
以北国民党军主力被歼，
解放大军随时准
备渡江南下。1 月 25 日，奉华中行政办事
处令，东南行署撤销，重建启、海两县。启
东、
启中、
启西、
二效、
海复、
海东、
吕四七区
划归启东管辖。
季新华任县委书记，
梁尚人
任县长，
石流任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为
全面接管启东县政权作好准备。
1 月 27 日，驻汇龙镇国民党军从泰
安港撤退至崇明。至此启东全境解放。28

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启中区委、
启中区队进驻汇龙镇，安民护城，欢度春
节。2 月 12 日元宵节，解放后的汇龙镇军
民隆重举行大会，热烈庆祝启东全境解
放和启东县人民政府成立。5 月下旬，启
东县委、县政府机关由曹家镇迁至汇龙
镇办公。
【记者追踪】
4 月 10 日下午，
记者来到北新镇双仙
村 90 岁老人黄汉祥家，
听他深情讲述了启
东全境解放那天欢庆胜利的亲身经历。
那天，黄汉祥跟着村里人一起来到
汇龙镇，当时的城门和街口扎起牌楼，挂
上彩灯，街道两边站满了人，男女老少挥
动着手中的小红旗，
欢欣鼓舞。
只见一队解
放军战士穿着整齐的军装，
雄赳赳气昂昂
地踏着坚定的步伐走过来，
不时地向街道
两旁的群众挥手致意。
“我看着解放军，
心

里很激动，觉得他们好威武，但又格外亲
切。
”
黄汉祥回忆道。
文艺队在人群中跟着
锣鼓节奏尽情地唱着、跳着。大家高呼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
1949 年 1 月 27 日，驻守启东县城汇
龙镇的残敌纷纷销毁文件，准备撤退，并
大肆抢劫城内商店。一时间，城内群众的
哭骂声、鸡飞狗叫声交织在一起。傍晚，
残敌在我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和地方武
装的重重包围之下，惶乱不堪地倾巢逃
往泰安港口，不顾夜间乘船之险，往崇明
一带狼狈逃窜。
至此启东全境解放。
原党史办主任陈思品介绍，1 月 28
日凌晨，启中区委、启中区队进驻汇龙
镇，一边召开市民会议，安定民心，一边
派出战士警戒，维持秩序，搜索残敌，收
拾到逃敌遗弃的旧炮 2 门，步枪 30 余支，
榴弹、炮弹半屋子，军服半屋子，以及一

部分档案、文件和其他军用物资、器材；
还及时探查挖出敌人临逃时埋下的 10 颗
地雷和炸弹。避居城外的汇龙镇市民安
然进城，
欢度新春佳节。
【相关链接】
1948 年春，吕四游击营和乡小队在
吕四镇周围出击，破坏公路，拦截敌军运
输车辆。
吕四区游击营营长陈维仁指挥吕
四和海中两游击营，
歼灭敌渔民自卫队，
活
捉大队长赵蕴芝等十几人。2 月 5 日，东南
警卫团二营在廿五总公路边埋伏，
第二天
早晨，
当两个排敌兵进入伏击圈时，
五分钟
就将该敌全歼。
3 月 27 日，
国民党江苏省水
警大队撤离吕四镇，
向余东镇逃窜。
吕四游
击营和乡小队乘机迅速将吕四镇包围起
来。
留守的还乡团见势不妙，
立即爬上海船
逃走。
游击营奋起追击，
截获了一艘货运大
船。千年古镇吕四，终于为我军攻克。

本报讯 日前，南通中集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 FSRU-LNG 再气化科研模块项目顺利通过国家
工信部验收。该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
2012 年，国内首个 LNG-FSRU 再气化模块的总
体设计关键技术研究及相关设备研制的科研课题获
得国家工信部、财政部立项批复。项目获批后，中集太
平洋海工项目组立即组织公司设计、生产、品保、项目
管理等相关人员对课题任务书进行认真研究，通过与
行业内相关企业的交流、合作，专业论文的研读，逐步
确定了方案和目标，并结合相关产品的建造经验，深
入细化了四大研究课题：再气化模块相关材料国产化
研究、建造用特殊焊接材料研究、建造工艺研究、样机
研制及测试。
研发过程中，项目组联合有关厂家，逐一攻克了
低温阀门、油漆、保温绝缘等关键低温材料国产化的
难题，使项目整体国产化率达到 98%。同时，解决了
不锈钢立柱焊接变形控制、气化器分段吊装与整体拼
接、管路液氮气化高压试验等建造难点，从无到有，编
制了数千份的图纸工艺，最终确定了建造方案和工艺
要求。
（钱爱仁）

“大师牵小手”名家讲座校
园行走进启东

开展定制讲座
提升文化涵养
本报讯 4 月 10 日下午，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省教育厅主办的厚德·传承——
“大师牵小
手”名家讲座校园行活动在汇龙中学举行。该活动旨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进一步深化新时
代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
活动现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等向学生
传递了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的电子火炬，并为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文
学课——鲁迅与绍兴先贤。
该活动从今年 3 月起至 10 月结束，主要邀请国
内知名中华文化研究专家，以“大师牵小手”面对面交
流的形式，在全省“菜单式”开展系列原创定制讲座，
专家老师将走进全省 50 余所中小学进行巡讲，
讲座内
容将汇编成册，
并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
在青少年中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代价值，
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涵养。
（刘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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