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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府致全区企业家的
一封信，让吴江企业家备受关怀，
这封信不仅有高度，而且接地气，
给企业家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信
心”，充分表明区委、区政府支持
广大企业家安心放心创业干事的坚
强决心，也充分表明永远与民营企
业心连心、永远是民营企业的坚强
后盾，更加坚定了我们心无旁骛地
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的信
心。

2018年是亨通集团第九个三
年战略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过去
一年，亨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

杂严峻，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在
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坚强支持
下，全体亨通人迎难而上，锐意进取，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
不确定性，总体较好完成了集团年度
各项任务目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9亿元，同比增长30.6%，以高
质量发展迈上了千亿级发展新台阶。

去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经营发
展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在困难和挑
战面前，比黄金更宝贵的是信心。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
谈会，对症下药提出六条政策措施。
随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银

行，纷纷定政策、抓落实、送服务，
夯实民企发展基础！可以说，中国民
营经济当前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政
策不断密集出台，跟亨通产业发展相
关的一系列国家战略也都在加快实
施。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必由之路。吴江是全省民营经济的
领头羊。民营经济是吴江挑大梁、促
发展的“支柱经济”，更是吴江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关键时刻，经济振兴，企业有
责。助推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作为本地民营企业，我们责无旁贷，
将紧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勇
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走向更加广
阔的舞台，把企业做实做精做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2018年，亨通迈入千亿级，这
是亨通发展进程中新的里程碑！展望
新的一年，全体亨通人将在区委、区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只争朝夕的干
劲、勇立潮头的作为，为全面建成高
科技国际化公司而努力奋斗，为推动
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奋进新时代 扬帆再起航
亨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崔根良

区委、区政府年初一致全区企
业家的一封信中的每句话，都是我
们想要听的，都说到了我们的心坎
上，具有非常强的战略性、前瞻性
和指导性，让吴江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定心、暖心，大大增强了我
们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目前，国内外形势非常严峻，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在经济爬
坡过坎的关键性阶段，作为企业，
一定要有担当精神、有超前意识、
有干劲，要始终冲在前面，为党和
国家分忧，为民族和人民赢得荣
誉。

作为吴江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
业代表，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
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没有党的
好政策，就没有我们恒力的今天。要
扎根吴江，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
为。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加满油、
鼓足劲，时刻牢记“实业兴邦”使
命，以“实干+创新”助推吴江经济
高质量发展，争做有理想、有坚守、
有匠心的新时代企业家，共同创造新
的历史，共同铸就新的荣光。

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
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恒力
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

好。一直以来，恒力集团建设的每
一个项目，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数一
数二；发展的每一个产业，都要做
成行业标杆，保证至少“10年不落
后”。新时代，企业只有以创新为引
领，不断升级产能，创新产品，持
续抢占行业制高点，才能提升国家产
业的全球竞争力与国际话语权。

实业强，国则强。总书记多次强
调“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
体经济”。我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不懂的行业就不要去做，但要把主业
做精做强。25年来，恒力集团始终坚
守实业，专注“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

产业链发展。同时，恒力在各地建设
的项目，经济总量要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要大不一样，但环境上要做到
有没有这个企业一个样，甚至做得更
好，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年我们在吴江，将进一步扩大
投资，加快工业丝项目建设，加大智
能化、高精尖升级改造投入，以进一
步做精主业，领跑全球纺织行业。

2019年，是恒力集团创办25周
年，我们将努力奔跑，奋力追梦，打
造出时代精品工程、伟大工程，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为共和
国70周年华诞献礼！

实干+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恒力集团董事长、总裁 陈建华

新春伊始，就收到了这封饱含
温暖情意和美好祝福的来信，体现
了区委、区政府对我们“自家人”
般的关心，以及对企业继续坚持高
质量发展、助推吴江经济再次腾飞
的殷切期望。可以说，这既是一封
慰问信，更是一张动员令，为我们
高质量开展新一年的工作指明了方
向。

2018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国
内外形势，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与推动下，盛虹的发展稳中有
进、一路向前。“南北协同、链态
融合”的盛虹模式，让我们实现了

更加有质量、更加稳定的增长，迈入
了高质量发展的快速通道：盛虹集团
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东方盛虹重组上
市，为企业未来发展凝聚了更加充沛
的能量；总投资775亿元的盛虹炼化
一体化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油制烯烃
与甲醇制烯烃两条原料路线形成了盛
虹独有的耦合发展模式；盛虹化纤和
石化两大产业板块一大批重点项目也
取得了重大突破，让我们在打造世界
级石化产业集群的征程中，迈出了更
加坚定的一步。

追梦不停，奋斗不止。新的一
年，盛虹集团将抢抓历史机遇，力争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勇当吴江经
济再次腾飞的强力引擎，我们将重点
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聚力提质增速，力促重点项
目推进。各重点项目建设是我们
2019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体盛虹
人将发扬奋斗精神，提升盛虹炼化一
体化等重大项目建设速度与质量，保
质保量完成序时进度，把“设计图”
和“效果图”变成“竣工图”和“实
景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二是创新发展模式，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新的一年，盛虹将坚持差别
化发展理念，重点研发专用化、精细

化、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从
基础研发到创新产品市场化，真正打
造出属于盛虹的“创新链”；同时，
继续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化工厂“武
装”各产业板块，用足、用好产业政
策，凝聚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三是增强责任意识，擦亮绿色发
展品牌。新时代对绿色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也是彰显企业责任感和树立
品牌的关键。我们将坚持大力发展绿
色制造，不断提高循环经济水平，加
快构建安全、绿色的生产体系，以负
责任的态度为守护吴江的“绿水青
山”贡献力量。

勇当吴江经济腾飞强力引擎
盛虹集团董事长 缪汉根

区委、区政府新年致全区企业
家的一封信中殷切的寄语，句句推
心置腹，蕴含着对民企的更高期
待，为民营经济长远发展注入“强
心剂”，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
奋。区委、区政府在努力为民营企
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广大
民营企业家要将区委、区政府的亲
切关怀化为持续奋进的动力。

通鼎通过持续创新，将传统光
电线缆产业优势做优、特色做特、
强项做强，挖掘更多增长潜力，从
低端迈向高端，细细“绣花”，步
步踏实。着力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

和应用。2018年，公司成立“通鼎
未来信息技术研究院”，打造更加开
放性创新平台，与国内多所大学形成

“创新联盟”，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
针对垂直应用场景，持续推进产品创
新，形成线缆产业生态“一揽子”解
决方案，产品应用于各大运营商、主
流设备商、央企国企以及港珠澳大桥
等国家重点项目，持续保持行业领军
企业地位。着力绿色制造，全面深化
智能工厂建设。通鼎依托智能制造，
建立柔性生产运营组织。2018年，

“光缆制造智能提升工程新模式的研
究和应用”成为通鼎第3个入选工信

部项目，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
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名录，

“光棒智能工厂项目”入选“第二批
省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项
目”，公司被授予国家级“绿色工
厂”“江苏省质量奖”等荣誉。着力
产业国际化，助力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信息通信发展。通鼎立足南
美、东南亚、中东及非洲市场四大业
务板块，通过建厂、设置代表机构
等，推进产业国际化。

面向未来做好牵引，推动新兴产
业加速起航。通鼎稳步进入高价值、
新兴区域，光通信产业从光纤光缆向

通信设备延伸，形成了光承载网、接
入网至ODN的完整解决方案，支撑
5G基础设施的应用；网络安全、公共
安全和城市安全类产品，为政府、公
安、国安、运营商及行业客户提供安
全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技术，面向
互联网金融行业和游戏行业实施精准
营销；与南京大学共建“大规模光子
集成校企联合实验室”，在大规模光
子集成技术和光器件、光模块产业化
发展上力争突破。通鼎纵向沿着信息
链接方向谋篇布局，实现了从“单纯
线缆制造商”向“通信产业链全业务
集成商、服务商”的成功转型。

以创新为高质量赋能
通鼎集团董事局主席 沈小平

新春伊始，万物回春。区委、
区政府在《致全区企业家的一封
信》中，总结和回顾了改革开放四
十年来吴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展望
和期盼吴江民营企业的高质量转
型，讲话贴近实际、意义深远，更加
坚定了吴江民营企业和我们民营企
业家的发展信心。

回望来路，永鼎在“四千四
万”精神的指引下，主动适应时
代、积极创新研发、探索前沿发
展，展现了奔腾发展的新风貌、新
追求。四十年来，永鼎坚持实业筑
基、创新转型，形成了以通信科

技、海外工程、汽车产业、超导产业
等四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过去的2018年中，公司立足
高标准、高起点，利用后发优势，按
照世界领先、国内一流的标准，并结
合资本市场，推动可转债再融资近
10亿元，投资新建年产600吨光棒
项目，形成了“棒、纤、缆”一体化全产
业链；形成100G光模块量产化，成
功开发光电复合缆等一批填补国内空
白的新技术新产品，满足5G通信领
域、“互联网+”时代高水平宽带网
络发展需求；公司深耕海外市场十余
年，以突出的业绩荣获工信部“服务

型制造示范项目”殊荣；在吴江投资
新增汽车线束智能化生产线，强化企
业在汽车线束领域的产能实力；公司
加快超导技术产业化应用，完善了千
米级超导带材的生产、检测和工艺技
术，成功试制超导电缆原型样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
们自己人。”多年来，吴江区委、区政府
也秉持着“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理
念。作为在吴江土生土长的企业和企
业家，这给我们继续安心在吴江创业、
兴业吃下了“定心丸”。作为改革开放
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永鼎将继

续在吴江这片发展热土上精耕细作，积
极抓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战略
机遇，保持实业发展定力，构建核心产
业创力，探索先进管理合力，培育蓬勃
文化动力，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奋进正当时，创新天地宽。新的一
年，迎接永鼎的将是“5G”技术商用、物
联网、云计算等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永
鼎集团将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形
成企业新的竞争力，加满油、把稳舵、鼓
足劲，坚守产业“主航道”，亮出创新

“核动力”，积极为吴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周年华诞献礼。 （王炜采访整理）

坚守产业“主航道” 亮出创新“核动力”
永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莫林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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