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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动能、新发展”系列报道②

紧抓5G风口
铸就信息基建的“铜筋铁骨”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紧布局
5G，与5G基站建设相关的产业
链迈入快速发展期。在宜兴，一
些企业就紧抓5G风口，依托高端
技术迅速进击，在相关领域的细
分市场站稳了脚跟。眼下，位于
环科园的俊知集团有限公司里，
技术人员正在对5G毫米波通信
技术相关产品开展各项科研攻
关，有望取得新突破。

俊知集团扎根通信传输行
业，专注移动通信主设备到天线
的连接方案与相关产品的研发。
在业界，“俊知速度”一直为人称
道。无论是2007年实现当年引
进、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传奇，
还是用 3 年坐上行业“头把交
椅”，5年上市，9年建成射频传输
这一细分领域国内唯一一家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俊知集团一直
在不断超越与升级，目前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传输解决方
案提供商。“从3G、4G到 5G，通
信产业每一次更新换代的间隔期
越来越短，俊知只有先人一步，才
能在高手林立的竞争中取得优
势。”俊知集团副总经理钱晨辉表
示，自成立以来，俊知集团依靠专
注细分领域、正确研判行业发展
趋势、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做好前
瞻性部署，才能赋能创新发展，勇
立行业潮头。

对大众来说，5G是近两年才
热起来的新事物，但在俊知集团，
相关技术布局远早于市场。在

4G普及阶段，俊知集团就不断加
大5G产品研发投入力度，铸就信
息基建的“铜筋铁骨”。总工程师
代康带领由行业领军专家、高校
优秀毕业生组成的百余人创新团
队，与东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高校携手合作，着力研究提速通
信互联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案。
在俊知集团的产品名录里，5G专
用光电混合缆来自全球领先设备
商的点名定制。通过与设备商相
关团队的不断对接磨合，2019年
俊知集团成功研发出10多个品
类符合设备商需求的5G专用光
电混合缆，实现通信与电力的复
合传输。这样的高端产品，俊知
集团还有很多。“这款平滑铝管

5G射频组件，我们花了3个月研
发成功，比国外一家知名企业快
了6个月。”钱晨辉说。

这样的“俊知速度”也引领着
行业发展。俊知集团先后主持和
参与制订了75%以上的射频传输
领域国家及行业标准，还作为组
长单位，主持了国家“十三五”发
展规划纲要中射频馈线及器件部
分的编写。2019年，工信部发放
5G商用牌照，中国进入5G商用
元年。这一年，俊知集团作为5G
基站建设核心产品的供应商，参
与并牵头制定了我国5G传输的
相关标准。也是在这一年，全国
建成5G基站超13万个，其中俊
知提供了超过25%的整个基站建

设的配套及相关传输解决方案。
在5G风口下，俊知集团作为

5G基站建设核心产品的供应商，
也将成为行业中5G建设第一批
重点受益企业。眼前可见的是，
今年我国计划至少建设60万个
5G基站，俊知集团25%以上的市
场占有率将带领企业迈入新的提
升期。目前，俊知集团的光电混合
缆、馈线、射频组件等5G基站建设
相关产品的在手订单饱满，与全球
领先设备商共同开发的5G传输新
产品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乘势而
为，俊知还计划在新兴经济体开拓
业务，并紧密结合5G垂直应用的
开展，在智慧农林、智能制造及轨
道交通等领域“开疆拓土”。

□记者倪晶

作为 5G 基站建设相关产
品的供应商，俊知集团是“产业
的追随者”；而依靠聚焦细分
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俊知集
团成为“行业的领跑者”。企
业用实践印证，抢抓新基建发
展机遇，既要先人一步，也要
高人一筹。

先人一步，要立足产业发
展规律与国家规划。俊知集团
走过的路程清楚地证明，从3G、
4G到5G，产业发展始终在技术

的引领下不断向前，只有提前
介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才
能在产业大浪潮涌来时拥有逐
浪的本领。位于丁蜀镇的江苏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也是如此，
早在 2015 年，企业就全面展开
5G天馈线系统等的技术储备，
通过创新驱动，开发出 5G 天
线、5G漏泄电缆和5G高性能连
接器等一批行业尖端产品，站
上国内 5G 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的“第一梯队”。

高人一筹，要立足企业优
势，深耕某一领域，做精做优。
当下，很多企业之所以能够实
现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因为“多
点开花”，而是很大程度上在于
拥有拳头产品，在于瞄准一个
细分领域做专做精。广大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抢抓新基
建发展机遇，不妨立足企业现
有优势，从细分领域入手，做到
专注专业，赢得制胜筹码。

（季 静）

抢抓新基建机遇需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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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丁蜀镇新一轮老小区
综合改造计划排定

涉及5个小区 900多户居民直接受益
本报讯（记者李 震 通讯员

叶 鹏）昨天，宜兴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从丁蜀镇建设局获悉，今
年，该镇的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改
造计划已排定，将适时启动，主
要涉及东风新村、川江小区、陶
研新村、丁蜀实验中学周边、兴
隆小区（何家村）等5个小区，预
计将有900多户居民直接受益。

为让更多老城居民享受到
城市现代化发展成果，2012年以
来，丁蜀镇本着完善基础设施、
美化绿化环境、提高小区品质等
要求，扎实推进老小区综合改造
工程。去年，该镇启动了器件新
村、南大荒、蛇墩新村、四房弄等4
个小区改造。近日，走进已改造
完成的四房弄、蛇墩新村等小区，
记者发现不少细节有了新变化，
路平了、线顺了、停车位增加了、
住宅楼立面整治一新……通过改
造，这些老小区焕发了新活力。
在改造过程中，丁蜀镇不仅让老
小区“改头换面”，还根据小区实
际，梳理完善了雨水、污水、供电、
弱电、燃气等管线，提供更好的

“内在”服务。此外，该镇还因地
制宜为部分老小区继续增添“新

菜式”，如今年将在器件新村利
用废弃空地建设小区休闲广场；
在南大荒通过召开居民座谈会
等方式听取民意，将“历史违建”
拆除后新增充电桩20只，以方便
居民电瓶车充电等。

今年，丁蜀镇新排定的老小
区改造计划，主要涉及东风新村
等5个老小区，共涉及居民楼40
多幢。因为基础设施老旧、管网
施工开挖等原因，这些小区的道
路、绿化、排水系统等不同程度
受损，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亟待修缮和改造提升。同时，随
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些小区私家
车数量剧增，停车场地严重不
足。根据计划，今年改造内容主
要包括小区主要道路改建（主要
道路黑色化）、建筑公共区域立
面出新、污水排水弱电设施完
善、小区绿化优化以及“挖潜”增
加部分停车位等。据介绍，这5
个小区的改造，预计今年年内可
完成约90%，明年上半年全部竣
工。此外，今年，该镇还将对川
江小区和卫陶小区20多栋房屋，
实施平改坡改造，预计10月就可
完成。

位于经开区的总投资30
亿美元的中环领先集成电路
用大硅片项目，是天津中环在
宜投资系列项目中体量最大
的项目。目前，该项目12英寸
厂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其
中一条生产线45%的设备已
进场。整个项目全面达产后，
将实现12英寸年产720万片
产能。图为5月22日，公司工
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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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司法网拍首次直播看房
累计吸引逾万人次在线围观

91天 4.20
聚溢融新客

87912287咨询热线： （工作日）或各营业网点
广告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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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期：2020年5月27日—2020年6月2日

起点

1万起
历史参考年化收益率

%

本报讯（见习记者徐卿尧
通讯员何 逸）“直播间的朋友
大家好，今天由我向大家介绍市
人民法院司法网拍平台的一处
房产，它的建筑面积为351.12平
方米，独立庭院有游泳池和六
角亭……”5月27日，市人民法
院通过网络直播平台，首次将司
法网拍中的看房环节从线下搬
到了线上。

今年5月为“无锡市两级法
院司法拍卖直播月”。据市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按照惯例，
在司法拍卖前，通常会组织竞拍
者参观房产或其他拍卖物品。
但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为尽量避免人员聚集接触，
市人民法院主动创新工作方式，
推出了直播看房活动。

5月27日上午9点30分开
始，市人民法院法官化身“网络
主播”，通过影像资料和在线介
绍，全面、直观地向网友展示了
拍卖的房产。当天下午，宜兴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在位于城区香
樟花园小区的直播现场看到，直

播法官通过直播设备对房产的
内部结构等进行介绍。不少网
友在线参观房产的同时，还就房
产竞拍、过户等相关法律问题与
直播法官进行在线交流。

当天，市人民法院法官共对
位于城区中星湖滨城小区、香樟
花园小区以及新天地花园小区
等4处房产进行了直播，累计吸
引了逾万人次在线围观。据悉，
今后市人民法院还会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其他直播活动，进一
步提高司法网拍成交率和溢价
率，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的影响。

客服电话：962077 营业部：87333321

理财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广告我行各乡镇网点均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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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天
1万元起售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低风险，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