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殷烨虹 记者 蒋雯）
零排放、零污染、低噪音，充电 4
小时，载重 70 吨能跑 100 公里，
10月 31日，全省首批 9台电动重
卡半挂车在中天钢铁集团顺利交
车。现场，中天钢铁集团与国网常
州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还签署了
电动轨道机车改造项目协议。
据了解，这 9台电动重卡半挂

车采购自国网常州电动汽车服务公
司，总投资 800 万元，主要用于
中天钢铁集团六轧厂成品运输。目
前，六轧厂钢材运转量每月达 14
万吨，每月用车量达 2000 车次。
该批电动重卡半挂车投用后，每年
可节约柴油消耗 6.5万升，减排二
氧化碳 171 吨，年运输成本降幅
达 21.2%，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丰收。
推动交通运输绿色发展，是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重要举措。国网常州供电公司和中

天钢铁集团坚持绿色发展是推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底色的共同理念，努
力探索以低碳循环、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发展之路。据悉，2020 年 5
月，双方即共同促成了长江流域全
国首艘千吨级纯电动运输船“中天
电运 001”成功试航。

本次除交付电动重卡半挂车
外，签署的电动轨道机车改造项目
将用于厂区铁水运输。传统内燃机
车存在尾气排放、噪音污染问题，
此次改造方案完全由国网江苏综合
能源公司自主研发，改造后的电动
轨道机车可以解决内燃机车噪音、
震动、尾气排放的问题，单台机车
每年至少可节约燃油消耗 6.2 万
升，减排二氧化碳 163吨，能源消
耗费用相比传统内燃机车降低
80%，维保费用降低 60%。项目
投运后，中天钢铁将成为全国首家
集电动运输船、电动重卡、电动轨道
机车为一体的绿色清洁运输企业。

全省首批电动重卡半挂车
在中天钢铁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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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国经集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总体要
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发挥资源优
势、打造楼宇党建，办好惠
民实事、助力地方企业，在
深学笃思中践行初心使命，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好红色资源，让红色
信仰融进心中。国经集团采
用“班子领学 +全员共学 +
个人自学 +分享互学”的形
式，规范学习制度，创新方
式方法，用好红色资源，赓
续红色血脉，确保党史学习
教育扎实开展。组织全体党
员赴洛阳镇王诤故居进行现
场教学，组织观看“百年精
神 薪火传承”系列微党课，
组织全体党员集中阅读《中
国共产党简史》 《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组织党员走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
念馆，开展“学史忆初心
奋进新征程”主题党史学习
教育现场教学。

打造楼宇党建，让红色
品牌融在身边。国经集团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建好平台
载体，融合党建和业务工作，
着力打造“经纬红盟”楼宇
党建，为入驻企业注入红色
能量、信仰力量。今年以来，
结合企业需求，“经纬红盟”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上市公
司董秘沙龙等，开展多次项
目路演和投资对接活动，积
极打造创投平台。

办好惠民实事，让红色
行动融入血脉。国经集团始
终坚持把解决民生突出问题
作为学好党史的“目标取
向”，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真
情服务群众，深化落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各类项目，
坚持实地调研，把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找准
查实，既立足眼前解决具体
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体制
机制。组织党员开展“疫情
防控先锋”志愿服务活动，
31名党员全部出动，轮番上
阵，在何留消费品综合市场
入口处提醒市民配戴口罩，
做好测温、查验健康码和行
程卡等工作。组织党员志愿

者开展“繁星计划”爱心帮
扶活动和“接力助学”志愿
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并送
上生活物资和慰问金。

助力实体经济，让红色力
量融到实处。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点，国经集团
树牢政治意识，注重用党的
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引导
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信仰信念、
自信奋发前行，始终坚持把
“两在两同”建新功同助力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维护社会
稳定、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
应对困难挑战结合起来。截至
目前，集团产业基金共投资与
管理基金 11个，直投项目 2
个，投资总规模 24亿元，撬
动社会总资本 16亿元，累计
投资项目 92个，有效促进地
方产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为 6家上市企业解决
资金短缺紧急问题，有效化
解地方金融风险，维护社会
经济稳定；累计为 230家区
内企业开展应急转贷服务，
提供转贷资金 83.49 亿元，
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深学笃思践初心 凝心聚力谋发展
□ 国经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徐亚娟

本报讯 （记者 李晓艳）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
署，昨天上午，省委第三巡视组
组长葛笑天一行现场调研江苏恒
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市、区领
导陈金虎、乔俊杰、唐家中、张
龙、贾东参加调研。

葛笑天一行走进恒立液压
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液压系统

项目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制造、
市场份额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等
情况。恒立液压是一家专业研
发生产液压油缸、液压泵、液
压阀、高精密铸件及液压系统，
并可提供成套液压技术解决方
案的全球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
制造商。经过 30 年创新发展，
企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已跻

身世界液压领域前列，成为中
国液压行业广为认同的标杆企
业，先后打破了高压油缸、液
压泵、液压阀等核心部件的国
外技术垄断。

作为全省工业机械行业首
家市值突破千亿元的上市公司，
恒立液压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
高压油缸生产基地 （市场份额

达到 50%） 和全球最大的盾构
机专用液压油缸生产企业 （国
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85%）。产品
远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
工程车辆、港口船舶、能源开
采、隧道掘进、工业制造等诸多
行业。今年 1—8月，公司累计
销售收入 69 亿元，同比增长
48.5%；入库税收 6.9 亿元，同

比增长 40.1%。
葛笑天对恒立液压在科技

创新和改革发展方面取得的成
绩表示认可。希望企业继续坚
持技术创新，加大研发力度，
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实现高质
量发展，持续推动企业做大做
强和“走出去”，争创国际一流
液压品牌。

本报讯 （记者 王宁）记者日
前从武进国家高新区获悉，江苏龙
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荣获 2021年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成为常州唯一
上榜的企业。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是省政府
设立的质量领域最高奖项，从经
营管理、研发创新、品牌打造、
质量管控、制造运营和企业文化
等方面进行评选，全省每年获奖
企业不超过 10家。

全世界平均每 3 辆中高档汽
车中，就有 1 辆使用龙城精锻的
产品。深耕精锻零部件领域，龙城
精锻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机在全球市

场占有率达 38%。从摩托车齿轮
精锻件到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再
到汽车发电机皮轮带、轨道交通精
锻件、柴油高压共轨系统精锻件等
产品，龙城精锻频频在精锻零部件
领域崭露头角，向全球 10多家跨
国零部件制造商提供 200 多种高
端中小型精锻件。

目前，龙城精锻积极转型升
级，部分产品已用于新能源汽车。
未来将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紧抓汽车轻量、省油化以及新
能源汽车需求的机遇，继续探索绿
色智能制造“双转型”的新模式，
提高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占比。

龙城精锻获省长质量奖
系我市唯一获奖企业

本报讯 （汤乃颖 记者
陈心如） 日前，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示了 2021 年度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名单，共有 168家基
地通过审核，全省入选基地仅
6家。武进绿色建筑产业园位
列其中，成为常州市 2021年
度唯一一家入选基地，也是
我区首家入选基地。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是由法人单
位建设或运营，聚集各类创
业创新服务资源，为小微企
业提供有效服务支撑的载体
和场所，具有基础设施完备、
运营管理规范、商业模式清
晰、创新链完整、产业链协
同、服务功能齐全、服务业

绩突出、社会公信度高、示
范带动作用强等特点。

武进绿色建筑产业园于
2012年建立，以与绿色建筑
相关的智能制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节能环
保设备、低碳技术等产业为
主导方向，重点引进并服务
这些领域的创新型企业。产
业园坚持党建引领，建立了
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体系和
管理制度，创立了“智慧绿谷”
服务品牌，通过智慧园区管理
服务平台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工作、生活，形成了“一平台 +
六体系”的 O2O创新服务模
式。产业园还组建了常州市
绿色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成立了常州绿色建筑

产业商会，设立了 1亿元规
模的绿色发展基金。

下一步，绿色建筑产业
园将不断完善服务机制，提
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
建设智慧园区管理服务平
台，从而实现对企业的智能
管理，进一步整合优质资
源、打通产业链条，凝聚产
业资源集聚优势，引领和带
动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打造
创业活动亮点纷呈、优惠政
策落实到位、带动就业成效
显著的示范型基地。

武进绿色建筑产业园入选2021年度
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