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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南京银行手机银行新签约客户，在签约当日或次日，可通过
南京银行APP鑫ｅ商城享受“1分钱充10元话费”的活动。

活动规则 每个客户在活动期间内，仅可享受一次活动优惠。

详询南京银行宜兴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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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坐标：高塍镇
发展实力：远东控股作为国内
电线电缆行业的龙头企业，多

年来，服务于长江三峡输电工
程、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天宫二
号、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国家
重点工程，参与了75项国际、国

家及行业标准的制定与修订。
同时，远东控股始终坚持“主
业+投资”的发展战略，持续深
入布局五个业务板块，不断扩

大战略行业和细分市场，实现
整体经营业绩稳健增长。目
前，企业年营业收入近 500 亿
元，品牌价值735.66亿元。

““政企同心政企同心防疫情抓发展防疫情抓发展””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③③
远东控股远东控股：：
创新模式拓展市场创新模式拓展市场

□见习记者 孙斐斐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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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远东控股发布重大
战略举措——35年来首次开
放经销加盟，打破传统销售模
式限制，拓展营销渠道。这也
是远东控股在面对突发疫情
影响市场的危机中，谋求突围
的创新之举。伴随着经销商
加盟的启动，企业将在传统B
端电线电缆市场做强竞争优
势的同时，向C端用户市场协
同发展。

对很多企业来说，2020年
的春节是近年来最难熬的一
个假期。全国各地打响疫情
防控阻击战，武汉等地防疫应
急医院的修建极为迫切。而
远东控股作为国内电线电缆
行业的龙头企业，以“远东速
度”投身到疫区援助工作中，
其中一批14万余米的电缆产
品，仅在30多个小时内便完成
装车运往武汉。与此同时，远

东控股还第一时间协调防护
服、口罩等医疗物资，随电缆一
起送往当地配合医疗救援。能
够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出如此
高效的执行力，远东控股集团
党委副书记、董事蒋华君将其
归功于企业长期以来承担的社
会责任，以及全市各级各部门
给予企业的贴心服务。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远东
控股一直以来积极投身公益
事业。疫情之下，企业也将这
一初心融入复工复产之中。在
接到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所急需的电缆产品订单后，远
东控股第一时间就组织在宜员
工加班加点恢复生产。同时，
妥善安排好运送物资前往武汉
的驾驶员，在出发前企业就为
他们配足防疫物资，并对运输
装载等各个环节进行培训。面
对复工复产后的“用工荒”，在

宜的员工展现出了“一岗多能”
的实力，让生产线正常运作起
来。在此期间，市委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市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及相关管理部门，还
在交通运输、人员防护等各方
面为远东控股开出了“绿色通
行证”，并开展专业指导。目
前，远东控股共有1600余名异
地员工顺利返岗，产能和产量
已达去年同期生产规模。同
时，市委市政府积极牵头为远
东控股的发展注入“活水”。今
年2月，在我市召开的政银企
恳谈会上，远东控股与民生银
行签约，新增授信总额5亿元。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为远
东控股敲响了“警铃”。对于
如何拓展市场，更好地了解并
及时服务好客户的需求，远东
控股有了更多的思考。3月15
日，远东控股向市场发布了开

放经销加盟这一新的经销模
式，进一步开拓家装电缆领域
市场。据蒋华君介绍，近年
来，在保持国内市场稳定向好
的同时，远东控股的营销布局
正积极向外延伸，不仅获得印
尼SNI标志认证，成为国内电
缆行业针对印尼市场开拓、取
证范围最大的电缆公司，还获
得海关认可的最高等级信用资
质，出口地从东南亚、非洲区域
逐步扩展至欧洲、美洲等市
场。此外，远东控股还积极布
局智能缆网产品和服务、智慧
机场/能源系统服务、综合能源
服务、智能汽车动力及储能系
统和产业互联网五大业务板
块。“目前在手订单已超37亿
元，下阶段我们将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创新模
式、开拓市场，争取能够实现
全年销售的增长。”蒋华君说。

“找准位置，才能走对路子。让
品牌定位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
能赋予远东品牌新的生命力。”蒋
华君说。

在此次战“疫”中，远东控股从
“速度”和“力度”两个方面担起了社
会责任。对于未来，企业也有了清晰
的蓝图。下阶段，远东控股将继续坚

持“质量第一，品牌第一”，以客户为
核心，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提
升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反哺营
销，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新时代，新
技术，新受众，远东控股将继续从单
兵作战到跨界融合，打破吸引、推广、
购买的通道壁垒，继续开拓市场，谋
求合作与共赢。

位于张渚镇的宜兴
阳羡御茶农林生态园，
是著名的阳羡贡茶产
地。连日春雨过后，云
雾缠绕，青翠欲滴。俯
瞰茶园，层层叠叠，采茶
女穿梭其中，美胜画
卷。图为近日上午拍摄
的宜兴阳羡御茶农林生
态园美景。

（通讯员 石 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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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四川西昌市经久乡
森林火灾作出重要指示

本报讯（记者倪 晶）昨天，
我市10名援疆教师在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乘飞机前往新疆阿合
奇县。他们将与3月29日先行
抵达新疆的江苏省宜兴第一中
学教师谈顺良会合，组建起11人
的宜兴援疆教师团队，在阿合奇
县同心中学开启为期1.5年至3
年不等的援疆行动。这是迄今
为止，宜兴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
援疆教师团队。

2010年起，我市参与援疆支
教，一批批骨干教师跨越近5000
公里的距离，从太湖之滨将知识
送到了天山腹地。今年，根据上
级要求，我市第十批援疆教师

“出征”。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
选拔，市行知实验学校校长胡建
东、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教师谈
顺良、市洑东中学教师万云飞、
市东坡中学教师王晨、市新庄中
学教师尹耀清、市太华中学教师
李井俊、市树人中学教师钱永
强、市新街中学教师周永丰、市
楝树中学教师缪文杰、市新建中

学教师周曙平、市官林镇第二中
学教师刘鹤等11人，以1名高中
教师、10名初中教师的团队组
成，开启了本批次援疆行动。其
中，胡建东拟任阿合奇县同心中
学校长，这也将是我市首位在职
校长在当地任职校长，谈顺良拟
任阿合奇县同心中学副校长。

“我们从安逸的生活中走出
来，就是希望能让陶都教育之花，
在天山脚下绽放得更加灿烂。”出
发前，胡建东作为团队的领头人坦
言，此次援疆，他们希望能倾尽全
力，进一步加强阿合奇当地的教
研工作，做好当地青年教师的“传
帮带”。在这支精锐队伍里，还有
几名教师已是再次“出征”。尹
耀清是市新庄中学的老师，今年
1月，他刚结束了在新疆霍城县
初级中学的支教生活，他说，从
北疆到南疆，他对即将开始的新
征程充满期待。谈顺良作为团队
里唯一一位高中教师，曾在2008
年前往四川地震灾区支教7个
月，此次援疆，他又将坚守3年。

11名教师赴新疆阿合奇支教
为我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援疆教师团队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昨天，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
设现场推进会议举行，无锡市分
会场设在我市太华镇荷花塘农房
建设项目现场。其中，我市的江
苏茗岭窑湖小镇项目二期等三只
重大项目在列。无锡市委副书记
徐劼、无锡市副市长蒋敏，我市领
导周中平、周峰等在无锡市分会
场出席会议。

会上，无锡市首批18个项目
参加集中开工。其中，我市集中
开工的项目以现代种养类和农业
现代服务业类为主，包括位于杨
巷镇的宜兴绿港现代蔬菜产业园
项目、无锡润坤猪场建设项目，以
及位于张渚镇的江苏茗岭窑湖小
镇项目二期等三只重大项目，总

投资超47亿元，将为我市农业农
村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随后召开的无锡市农业
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
议上，宜兴市委副书记周中平在
致辞时指出，2020年，我市将持
续加大“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
设力度，计划新增投资超110亿
元，集中建设36个千万元以上
级别项目，安排产业发展项目
94亿元、人居环境项目6亿元、
基础设施项目10亿元。同时，
我市还将加快建设宜兴绿港现
代蔬菜产业园、万石蔬菜产业
园、江苏茗岭窑湖小镇等重点项
目，以项目强基础、促发展、创亮
点、增优势，奋力书写乡村振兴
的新篇章。

全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议举行

我市三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见习记者马溪遥）3
月31日，宜兴市融媒体中心高清
频道——150频道正式开播，开
播仪式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
这意味着宜兴市民有了自己的
高清频道，也标志着我市的电视
节目从标清到高清、从传统媒体
到融媒体的跨越和转型。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高清频
道播出建设项目是江苏省新闻
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
划确定的加快转型升级的重点
项目，也是宜兴市政府实事工程
项目。该项目依托市融媒体中
心全台网的高清播出系统，以市
融媒体中心技术发展规划为框
架，通过统一的节目规划、编单、
上载、播出及监播等来实现电视
节目的高清化、数字化及智能化
管理。升级后的高清播出系统
设计为全数字、网络化、文件化
播出系统，能有效管理中心内各
部门的高清播出资源，实现与新
闻网、非编网、广告管理系统等

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高清
素材采集、存储、播出等各环节
的优化生产方式，实现中心内各
演播室信号和播出信号、中心外
直播和转播信号的调度、分配和
传输，可以满足我市电视频道的
高标清同播。

随着该高清频道的上线，宜
兴市融媒体中心电视节目拍摄、
制作和播出的全流程高清化成
为现实，由此更好地发挥政策宣
传、舆论引导、信息传播等作用，
全面提升宜兴市融媒体中心的
核心竞争力、传播力及影响力。

更多相关内容请扫码——

走进高清时代 融合引领未来

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高清频道正式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