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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黄秋停正忙于10
月 16 日开幕的第四届江苏
（盛泽）纺织品博览会的准备
工作。“我在博览会开幕当天的
晚上有场旗袍秀，这也是公司
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秀。”他将
自己的这场秀定名为“守忆”，
取的是坚守和传承的意思。

白手起家

具有同龄人少有的坚韧

2010年的时候，记者曾
经采访过尚在创业初期的黄秋
停。那时候的他，身上已经展
现出了同龄人少有的坚韧和肯
吃苦的劲头。

2005年大专毕业后，黄
秋停被学校推荐到苏州一家台

资企业，一个月后他却离开
了，“单调而机械化的工作方
式让我看不到未来”。他辞职
回到家乡，进入坛丘一家企业
工作，当上了一名基层的仓库
管理员。围着仓库“转”了一
年多，他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摸
了个透。

第二年，要强的小伙子主
动请缨，要求调到贸易部门，

“当时的想法是，在企业做销
售最能锻炼人，也能为未来打
基础”。黄秋停如愿进入贸易
部。2008年，他一手将品牌
门店开到了苏州十全街，第一
个月就做到了三四万元的销售
额。

2008 年 7月，利用手头
资源，黄秋停在淘宝网上注册
了一家店铺，专卖各种真丝产

品。刚开店那阵，他白天忙工
作，晚上回家打理店铺，每天
凌晨两三点钟睡觉，早上六七
点钟起床赶去上班。没有任何
人帮忙，他硬是在一年中将一
家小店打造成了四颗钻的“星
级店”。“那些日子里，连睡觉
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他
笑着说。

在公司里，黄秋停逐渐感
觉到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下
海”的念头开始变得强烈。带着
几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所有的
积蓄15万元，2010年 3月 28
日，黄秋停与朋友合资注册成
立了苏州桑尚丝绸有限公司，
有了自己的实体店。经营的压
力让黄秋停做起了贴牌加工，
开始“两条腿”走路。

“阳光”照耀

小企业找到发展方向

“说实话，像我们这样底
子薄的小企业，在盛泽这个纺
织业发达的地方，很不起
眼。”黄秋停说。

转折发生在2013年，一
个偶然的机会，黄秋停得以进
入刚刚起步的盛泽纺织科技创
业园。“瞬间好像找到了土
壤，仿佛阳光照到了我身
上。”他这样形容自己与科创
园的邂逅。

三年免租、政策扶持、信
息提供……黄秋停在科创园如
鱼得水，他干事业的劲头也越
来越足，“要在半年时间内，
让科创园知道我的存在，再下
个半年要让盛泽百姓知道我的
存在”。他给自己暗暗定下了
两个“小目标”。

做真丝旗袍是黄秋停一直
以来的梦想，他觉得到了实现
的时候了。2013 年 10 月 24
日，苏州新旗艺丝绸科技有限
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专门致力
于传统中式旗袍的面料、款式
的改良设计。

“除了借旗袍展示丝绸技
艺，还有差异化竞争的考
虑。”黄秋停坦言，他曾考虑
过真丝家纺，但肯定竞争不过
震泽，不过做旗袍的企业不
多，留给他的空间更大。当吴
江建设中国旗袍小镇的消息传
来，他觉得自己做旗袍的路子
选对了。

从未放弃

靠双手改变命运

采访黄秋停很费劲，这名
年轻的企业家很忙，约了好几

次都因为有事而推迟。除了纺
博会上的走秀准备，黄秋停刚
入选苏州市“青年创业标兵”，
这个月15日要去苏州领奖，此
外，下个月 10日他在苏州园
区的旗舰门店将开业，另外他
也已经与旗袍小镇二期进行了
签约。从开始创业，他一路稳
扎稳打，终于走入了快速发展
期。

黄秋停身上的“85 后”
特性，让他比老一辈创业者有
了更多年轻的思路和想法。他
告诉记者，未来他想开一家旗
袍概念的客栈，建一个盘扣展
览馆，同时还会建一个自己品
牌的博物馆。

“这些年来，有迷茫也有怀
疑自己的时候，但自始至终从
未想过放弃。”回首过去，黄秋
停感叹一路走来的不易。2000
年，家里突遭变故，父亲罹患
白血病后撒手离开了他和母
亲，顶梁柱的突然坍塌促成了
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出身于普通农家，没有任
何背景和靠山，他只有依靠自
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这一
切都是他的原动力。“丝绸，也
将成为我一生的事业。”黄秋停
说。

丝绸会是我一生的事业
——记苏州新旗艺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吴江桑尚丝绸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秋停

本报记者 杨隽

走进汾湖高新区 （黎里
镇）星谊村，可以看到大片的
河塘，河塘中既有南美白对
虾，也有青虾幼体，属于两虾
套养模式。星谊村党委副书记
金香介绍，他观察过水产养殖
情况，“南美白对虾会吃掉一
些青虾的幼体，不过，这并不
影响青虾的预期产量。”

金香是苏州市“双带”致
富标兵，吴江区劳动模范。他
实施的“南美白对虾的大棚养
殖”项目被评为苏州市万名科
技专家兴农富民工程“优秀示
范项目”。在农村这块广袤的
土地上，金香利用农业科技不
断实现“金点子”。

引进特种水产

金香是军人出身。2004
年3月，他回到星谊村任当时
的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农副业
生产工作。如今，他是该村的
党委副书记，依然带头推进村
里的农副业发展。

星谊村有 3600 亩水域，
供农户养殖虾、蟹等水产。通
过对农户水产养殖情况的不断

深入了解，金香发现，村里养殖
户经常会遇到病害、销售不畅
等问题。“只有销售好，才可以
增收。”2005年，金香通过网络
宣传大力引进外地客源，并在
2005年和2006年从浙江引进
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提升农
户的养殖技术水平和收益。

销售渠道不愁了，金香又
发现村里养殖户缺乏冷冻工
艺，农户的活水虾需要运输到
浙江去冷冻。从塘口下网到速
冻，经过重冰水泡过的虾身发
白，虾头发红，外观并不好。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金香专门
到浙江学习冷冻工艺，并从广
东引进了冷冻流水工艺，还改
浸重冰水为喷冰水，改善了速
冻南美白对虾的外观。在他的
推动下，该村的南美白对虾一
年销售达到了200多吨，养殖
面积扩大到了1000多亩，亩
产效益也翻了3倍多。

提升苗种质量

农户的南美白对虾用的是
2 代、3 代的土苗，2007 年
前，农户的养殖情况良好，但

2008年开始就出现了发病的趋
势，到了2010年，南美白对虾
的发病情况加重了。“必须要养
殖一代苗。”于是，金香成立了
苏州市承恩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从厦门引进了南美白对虾一代种
苗。一代苗成活率高，长势快，
上市时间可提早15~20天，农
户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市场竞争优
势。引进一代苗后，金香还为农
户提供技术服务。农户有了问
题，只要打个电话，技术人员随
叫随到，等于为农户提供了售后
服务。

2013年，金香就开始考虑
不再从外地引进种苗，打算在本
地建立育苗厂。2013年年底，
他贷款投资建立了吴江地区第一
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南美白对虾育
苗厂。金香的育苗厂突出了菌种
培育，跳出了为提高南美白对虾
成活率而使用药物的框架，全程
不用药，全部靠生物菌种来保持
水体平衡和调理种苗肠道。经过
高温天气的考验，农户们发现，
到外地购买来的种苗，成活率还
比不上金香提供的种苗。科技领
先让金香的种苗在2014年打火
了市场，创下了一年出售4亿尾
的销量纪录。

推出混养技术

善于创新和研究的金香早在

2010 年就发现，到了 6 月份，
养殖南美白对虾的水质浓度正好
适合抱卵青虾的生殖。于是，他大
胆设想并尝试了两种虾混合养殖
的模式。一年的实践有了结果：投
放养殖了30斤抱卵青虾，最终收
获了800斤青虾。如今，两种虾混
合养殖的模式已在全村推广，农
户们本来10月份卖完南美白对
虾后池塘就闲置了，混养了青虾
后，还可增收一笔。

金香一直在学习。今年，他
到潜江、全椒、盱眙考察后，归
来产生了新想法。他利用低洼田
和低产田，尝试了稻田套养小龙
虾。“保底收入300元，亏本了
算我的。”他给了稻田养殖户承

诺后，还在保底收入上给予20%
的效益补充。金香说，小龙虾可
以给稻田捉虫，吃掉有害的螺
蛳，还可以松土，它们的粪便还
是有机肥料，腐烂后的稻梗也是
小龙虾的饲料。“立体共作的效果
可以预见。”

以科技引领农副业发展，金
香开拓了一条自己培育种苗、统
一饲料药品供应、养殖技术服
务、活水虾冻虾收购、统一加工
包装销售的产业化道路。目前，
他已完成“南美白对虾高效设施
健康养殖技术示范”、“南美白对
虾和青虾‘太湖一号’混养的高
效养殖模式”、“南美白对虾大棚
设施化养殖”等项目。

做水产养殖的科技带头人
——记吴江区“十佳魅力科技人物”候选人、汾湖高新区（黎里镇）星谊村党委副书记金香

本报记者 方芳

（十九）

金香在观察特种水产的生长情况金香在观察特种水产的生长情况。。（（方芳方芳摄摄））

昨天，江城气温骤降，
阴雨绵绵，最高气温仅
19.7℃，与前日 32.3℃的
最高气温相差了 12.6℃。
记者在笠泽路大润发段看
到，许多市民都已换上了长
袖长裤，不少骑电瓶车的市
民也都已装备上了“保暖神
器”。记者提醒，近几日气
温降幅较大，请市民注意增
加衣物，谨防感冒。

（韦欢摄）

气温骤降

明确发展标杆 提升工作实效
（上接 01 版） 沈国芳指出，

要加快明确发展标杆。近年来，
在全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共
同努力下，吴江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也要
清醒认识到，吴江发展中还存在
不少问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
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按照
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苏州市工作
会议上省委书记李强的讲话要
求，结合吴江发展实际，对标先
进，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进一步明确各领域发展的主攻方
向，在更高的坐标系中提升发展
标杆；要始终保持负重奋进、敢为
人先的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用吴
江的探索实践，为全省“两聚一
高”新征程，为苏州的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沈国芳强调，要全面提升工
作实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必须
紧密联系吴江实际，在知行合一
上下功夫，在狠抓落实中见成
效。要乘势而上推动产业提档，
抢抓机遇推动城市提级，持之以
恒推动深化改革，全力以赴营造
良好氛围，切实激发广大干部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

在听取常委们的发言后，沈
国芳强调，要抓实抓深学习宣传

贯彻。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
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苏
州市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结合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加强统筹指导，精心组织宣
传，系统谋划推动，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的热潮。

沈国芳指出，要统筹兼顾推
进当前工作。现在已经进入四季
度，我们要全速推进“555 计
划”，紧盯全年目标，全力以
赴、毫不懈怠地抓好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社会综合治理、重大
项目建设、系统化集成式改革等
各项重点工作。

沈国芳强调，要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为十九大胜利召开
创造良好环境，是重大的政治责
任和吴江最大的工作大局，当前
全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大局
来展开、来落实。要把确保政治
安全和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重大
环境事故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
节。深入推进“四个融入”大走
访常态化，从严从实从细开展大
排查大整治，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抓好
安全生产，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
和谐稳定。

树行业标杆 建设中国纺织第一镇
（上接01版） 3大类民生实事项
目已完成投资3.09亿元，6个市
政工程及生态环境项目已完成投
资7.19亿元。此外，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东方丝绸市场优化改
造工程、东方纺织城、现代休闲
农业示范园等其他重点项目也正
有序推进。

沈国芳听取汇报后说，今年
以来，吴江高新区（盛泽镇）各
项工作都抓得很到位，重点项目
按序时进度高质量推进，成绩值
得肯定。

沈国芳要求，接下来要着眼
发展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围绕打造中国纺织第一镇这一目
标，在高产量的基础上强调高质
量，重点研究如何改造市场形
态、完善价值链等问题，提升纺
织产业附加值；二是要定门槛、
定标准、高定位、高要求，加快

吴江纺织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三是要以环境整治为抓手，内部
充分挖潜，淘汰落后产能，提高
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缓解空间不
足、开发强度高等因素的制约；
四是要加大新兴产业的招引力
度，为吴江高新区（盛泽镇）持
续健康发展增添更强动力。

李铭指出，吴江高新区（盛
泽镇）今年以来继续保持良好的
发展势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项目推进等方面的表现均可圈可
点。接下来要对照年初任务目标
趁势而为，并积极谋划好明年工
作，重点加快实施“555 计
划”，抓住纺织这一优势产业，
促进企业转型、产业提档升级，
并紧抓“263”专项行动不放，
推进银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金融环境、安全生产
环境。

380多家吴江纺企亮相上海纺博会
（上接 01 版）“盛泽展团”

除继续“统一装修、统一布展、
统一宣传”外，还有恒力、盛
虹、立新、德伊、广泰等20多
家骨干企业以特装形式，展示了
最新的流行纤维和面料，在花
形、质地、功能等方面均处于时
尚和科技最前沿，真正叫响“中
国面料看盛泽”。

“纺博会一直是盛泽纺织企
业拓展客户、创新发展的有力抓
手。”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协会秘
书长沈宇恩介绍，此次“盛泽展
团”出击上海纺博会，主要呈现
五个特点：一是阵容大，参展商
数量和参展面积创历年之最；二
是实力强，规上企业特别是龙头
企业悉数参加；三是亮点足，参
展企业都拿出了自己的拳头产
品；四是国际范，全球一线品牌
服装中频现盛泽面料；五是线上
线下深度融合，扩大销售渠道。

3个特装展位、300多款新
品面料，立新集团此次参展，重
点聚焦纤维素纤维系列、色织交
织系列、尼龙印花系列和大提花
系列，展示最新工艺。立新集团
负责人徐德荣说，经过10多年
发展，公司的面料已得到国内外
一线品牌服装企业的认可，并推
动了企业自身产业链的延伸。接
下来，他们将继续以专业的团
队、专业的产品，服务专业的客
户，推动盛泽面料在细分领域、
在差别化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作为上海纺博会的常客，协

和纺织此次带来了200多款面
料，其中20多款是首次亮相。
今年，该公司主打的超细四面
弹，尤其是15D的超细尼龙四
面弹和超细涤纶四面弹，受到众
多采购商关注。公司总经理何文
博表示，上海纺博会是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展会之一，此次参会，
他们展示了企业形象，接洽了新
老客户，并为提高盛泽纺织业知
名度贡献了一份力量。

此次出击的“盛泽展团”，
除了绸都网、云纺城、宜布网
三大电商平台携带自己的会员
企业集中亮相外，还有一张新
面孔——布样智酷。这次，他们
带来了6个类似快递储物柜般的
样品面料“云柜”，成为展会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云
柜”上有很多抽屉，每个抽屉放
着来自不同企业、不同系列的样
品面料。每块面料上，还附有生
产企业信息的二维码。依托“互
联网+”与面料大数据平台，采
购商只需用手机下载相关应用软
件，扫一扫“云柜”上的二维
码，输入想要的面料，“云柜”
便会根据采购商需求，自动打开
相应的抽屉，展示符合条件的面
料供客户选择。

平望镇也抓住纺博会这一平
台，组织了30多家本土优质的
面料企业参展，呈现企业最为核
心的创新产品，展示企业实力和
全新理念。

吴江摸排海洋经济家底
（上接 01 版） 太湖新城 （松陵
镇）150家，七都镇107家，桃
源镇14家，震泽镇23家，平望
镇22家。

调查分为前期准备、数据采
集处理、总结发布三个阶段，具体
按照“全区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
作、地方分级负责、信息资源共
享”的原则组织实施，须在12月
底前完成。目前，区政府已成立海
洋经济调查领导小组，在区经信
委设立海洋经济调查办公室，编
制出了《吴江区开展海洋经济调
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调查机构、

选聘调查人员等其他相关筹备工
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会议强调，开展海洋经济调
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
查，对于进一步摸清海洋经济

“家底”，提高对海洋经济的宏观
调控能力，科学谋划海洋经济长
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地各部门要准确把握调查工作
的目标要求，坚持依法调查、强
化调查质量、严肃调查纪律、抓
好宣传发动，切实加强调查工作
组织协调，确保我区海洋经济调
查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黄秋停在查看参与纺博会旗袍秀的服装黄秋停在查看参与纺博会旗袍秀的服装。（。（杨隽杨隽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