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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正式启用

搭建孵化平台
助力公益事业
本报讯 6月12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民政局主办的启东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开园仪式暨首届公益创投日及公益伙伴日体验活
动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公益广场举行。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龚心明，副市长唐海兵参加活动。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市民政局结合启东实际，建立“启东市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作为本市的社会组织孵化器。中心
设于长新巷37号，致力于打造公益组织、公益项
目、公益人才等孵化培育的综合性支持平台，同时
推进开展公益创投活动，进而发挥社会组织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向广大市民进行公益宣传，
增强公益认知，推广公益理念，积极调动广大市民
体验公益、参与公益的积极性，进而吸引更多的人
加入社会组织的发展行列。

龚心明充分肯定我市社会组织为推进社会公
益事业、构建本土良好的公益生态圈做出的贡献。
他希望社会组织注重规范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要注重作用发挥，促进组
织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单位要主动作为，努力提升
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龚心明与唐海兵共同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揭
牌。唐海兵向入驻社会组织发放了签约证书。

（李朱雳 黄钦）

本报记者 陈丽娣 通讯员 单松杰

【历史档案】
1985年，南通易利时装有限公司成

立。这是我市建立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由南通市中联公司和香港好利安企业有
限公司联合创办，注册资本75万美元，合
同利用外资57万美元。

随着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建立，我
市掀起了一股中外合资热潮，为我市对外
开放打开了一扇大门。在1985年至1992
年期间，我市中外合资（合作）企业达到

92 家，总投资 5157 万美元，注册资本
3845万美元，实际到账外资561万美元。
此后，我市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发展走
上快速发展轨道。

【记者追踪】
几经查找，记者认证南通易利时装有

限公司已不复存在。但同时，记者掌握了
几家早期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启东尤希
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启东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是
1994年8月由启东市油剂厂有限公司与
日本尤希路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在我市成
立的首家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非水溶性切
削液和水溶性切削液，用于金属加工过程
中对零件以及刀具进行润滑和冷却。

“当时，日本投资方想通过合资方式
打开中国市场，而我们也正需要他们的技

术。”启东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常建忠说，在上世纪90年代，无
论是合作规范性还是产品科技含量，尤希
路应该是启东合资企业中的佼佼者。迄今
为止，双方已合作24年，在这段时间里，
合作在不断深化，公司依托启东向外发
展，先后在上海、广州建立了合资公司。

“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本技术进行了
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日本的技术上发展
我们的技术，掌握了核心的技术，改变了
成立之初产品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常建忠说。2016年，启东尤希路从江
海南路搬迁至滨江医药化工园，新厂区的
规模扩大了几倍，公司创新的步伐也迈得
更快了。

“吸引外商来我国直接投资 ，创办
中外合资企业 ，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商务局副局
长陈惠认为，“对中外合资企业优惠的招
商政策，良好的投资环境，使国际资本
源源不断地来启投资兴业。同时，外商
带来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营
销观念、国外市场，更为启东企业提供
了发展契机。”

陈惠介绍，截至2017年，全市正常经
营的外商投资企业达345家，其中投资总
额1000万美元以上（含1000万美元）的
企业97家；投资总额500万美元—1000
万美元的企业41家。外资主要来源于香
港、台湾、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相关链接】
目前，全市累计有外资企业累计达

390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159家，外商独
资企业231家。

林洋能源签下
11.09亿大单

合同总价占公司去年营
业收入的三成多

本报讯 6月12日，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和公司合资子公司江苏林洋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组成联合体，与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中广核林洋新能源泗洪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
利的原则，就泗洪领跑者基地项目签订《EPC总承
包合同》。

根据合同内容，本次主要合作的项目为泗洪
县天岗湖乡天岗湖区域2号领跑者项目EPC总承
包和泗洪县天岗湖乡天岗湖区域4号领跑者项目
EPC总承包。两项目均采用“渔光互补”建设方式，
合同总价分别为54940万元、55950万元，总计约
11.09亿元，占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的30.9%。

据悉，此次项目中用到的N型单晶双面高效
组件是林洋能源2017年发行可转债的募投项目之
一。截至目前，林洋能源累计建设、并网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近1.5GW。未来，林洋将结合N型单晶双
面高效产品，充分发挥林洋研究院的技术优势，开
发各类高可靠性、高性价比、高效发电的分布式光
伏电站。 （凌阳 范存娟）

6月12日，长泰海滨城龙湾新天地项目
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现场塔吊林立，运
输车辆来回穿梭，一幢幢建筑物拔地而起。

长泰海滨城位于东元湾沿岸，一期已启
动建设5大项目：迎宾大道、龙湾中心广场、
长泰海滨公园、龙湾温泉度假酒店、龙湾新
天地和龙湾小镇，总占地约 1850 亩。其中，
龙湾新天地是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等
多种业态于一体的慢步式街区商业综合
体。 潘杨摄

龙湾新天地
展现新气象

“中外合资”诞生“第一胎”

本报记者 范存娟

“芯片之于企业，就像心脏之于人”。
这是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善兵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捷捷微电子是一家集芯片研发、制造，
器件封测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运营企业。多
年来，企业致力于创新发展，深耕“中国
芯”，芯片研发从2英寸到3英寸再到4英
寸，如今，企业又在启东经济开发区征地
100亩规划筹建6英寸电力电子器件生产
线。2017年3月14日，捷捷微电子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2018年一季度，
企业实现应税销售9260.5万元，亩均税收
44.1万元，列全市工业企业百强榜第6位。

捷捷微电子创新之路始于1997年。
当时，因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从国外
进口芯片进行封装后销售，受制于人的痛

苦，让企业下决心研发自己的芯片。
捷捷微电子克服了没有技术、没有人

才、没有设备等一系列困难，背水一战，3
年后，成了南通地区首家研制成功2英寸
方形芯片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仅为1.5%。

而正是这“1.5%”，让捷捷微电子有了
奋战市场的底气。此后，捷捷微电子在芯
片研发的道路上蹄疾步稳。1999年筹建3
英寸芯片生产线，2008年筹建晶闸管芯
片（4英寸）生产线，2013年筹建二极体芯
片（4英寸）生产线，2014年筹建二极体
封测生产线，2018年募投项目之一半导
体防护器件投产……每一次跃升，都给企
业带来了井喷式发展。

作为捷捷微电子目前的主打产品晶
闸管系列4英寸芯片及其封测器件，通过
多年优化与技术储备，产品的性价比越来

越高，已完全具备替代进口的能力，实现
了晶闸管系列产品国产化45%以上的市
场份额。“优化”的背后，是企业每年数千
万元的研发投入、技改投入和工艺升级，
以及技术人才的大量培养与引进。如今，
决定4英寸芯片竞争力的良品率达到了
95%以上，产品的可靠性等关键指标达到
了国际水平。

为了这95%，企业建立了破坏性实验
室，对产品进行破坏性实验，直至各项指
标全部合格。而这个过程，是研发人员的
夜以继日，是技术数据的不断修改，在捅
破最后一层纸之前，每一次实验都是一次
煎熬。但捷捷微电子咬着牙坚持，最终大
幅度提高了4英寸芯片的市场竞争力。目
前，捷捷微电子晶闸管系列产品市场占有
率仅次于ST（意法半导体公司）、NXP（恩
智浦半导体）等行业巨头。产品广泛应用

于民用领域、工业领域和防雷击及防静电
保护领域。2018年，捷捷微电子的芯片产
能预计可达 160 万片，自用封测接近
60%。

“捷捷微电子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民
企，选择一款适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晶闸管系列产品），并较好地掌控其核心
技术，实现了进口替代。”公司董事、董秘、
财务总监沈欣欣介绍，“下阶段，公司将继
续深耕功率半导体器件领域，通过资本市
场并购等外延发展以及自身的技术研发、
产品升级等，不断优化和丰富产品结构，
进一步做优做强。”

多年深耕功率半导体芯片领域，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实现进口替代，
企业也一跃成为上市公司——

捷捷微电的“芯芯之火”

市科协七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举行

强化职责定位
推动科技创新
本报讯 6月12日上午，市科协七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科技楼305会议室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伟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市科协七届二次全委会工作
报告。近年来，全市各级科协组织发挥优势、锐意进
取，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在传播科学思想、强化科技
支撑、服务科技人才、深化科协改革等方面取得积极
进展和明显成效。下阶段，市科协以科协系统深化改
革为动力，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目标，紧
紧围绕“强富美高”新启东建设，持续打造枢纽型、开
放型、平台型组织，切实强化科协“四服务一加强”的
职责定位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有机融合，团结
引领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奋力
开创新时代科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对于市科协今后工作，葛伟指出，要强化引
领，坚定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统筹谋划，勇于担当，持续深
入推进科协系统改革；要立足创新，凝心聚力，助
推启东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选举赵建辉同志为启东市科协第七届委
员会主席。 （陈天灵）

本报讯 6月12日，2018启东市重点
企业走进中科院研究所系列活动在中科
院化学研究所举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
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舫，中科院电工
所、国家纳米中心等7家科研院所的20多
位专家教授，以及我市医药化工、机械制
造、新能源等行业的30家企业负责人参
加活动。

活动中，李永舫院士作了《聚合物太
阳能电池最新研究进展》的专题讲座。随
后，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电工研究所、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过程工程研究所、理化
技术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的专家教授，纷
纷上台推介各院所的重要成果。

“今天来了不少医药科研化工类的企
业，我也专门挑选了多个条件成熟的拟转
化技术。”中科院化学所薛兆弘教授说，启
东的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发展迅猛，化学
所最新的多功能环境屏障涂层的制备与
应用将在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方面具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技术相当成熟，非
常适合转化。

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的窦凯飞教授
也带来了近10个成果。窦凯飞表示，中心
在合作方式上具有多种形式，不管是许可
转让，还是合作开发、委托开发，都具有丰
富的经验。同时，中心还提供检测、技术咨
询等服务，希望与在座的企业达成相关的
合作协议。

随着中科院各院所带来的40多个成
果一一介绍完毕，我市的企业负责人纷
纷就各自感兴趣的成果与专家洽谈。南
通鑫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欢欢

和南通创名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电子研发
主管袁卫卫同时找到了中科院电工所的
马振军教授。“电永磁及其应用方面有
没有相关的成果？”黄欢欢一下子提出
了自己最关心的话题，该技术能够很好
地应用在起吊、自动化运输等方面。而
袁卫卫则更关心电机驱动、锂电池BMS
管理方面的技术成果。经过初步洽谈，
2人约定了下午直接去电工所进行进一
步交流。

另一边，江苏悉典生物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主任李明友与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的和晓楠教授也聊得不亦乐乎。“超低
充注氨制冷模块化机组成本多少？效果怎
么样？”李明友介绍，企业目前在超低温技
术存在瓶颈，理化所的技术应该能解决企
业的问题，今后将开展进一步沟通。

（黄燕鸣）

对接科研成果 加快转化落地

我市30家重点企业走进中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