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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动能、新发展”系列报道⑦

□记者张胤

精诚协作 凝聚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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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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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献血条例》
将于本月14日起施行

优先用血范围扩大到献血者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数据驱动
建强物联网“环境大脑”
连日来，位于环科园的江苏

天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一片忙
碌，技术人员正在对“企业工况监
控系统”作最后调试，预计下月就
将在无锡范围内的重点工业企业
进行试点运行。“该系统就像一双

‘眼睛’，能全程盯牢污染源，监控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
况，解决排污口带来的偷排、漏排
等问题。”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周
赟琰说。

作为“长天长JointFrame应
用系统支撑平台”的现实应用，

“企业工况监控系统”以物联网为
基础，以云计算为依托，以大数据
为分析方式，建设有智能感知系
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处理中心
和监控平台等。周赟琰解释说：

“只要企业任何一个排污设施运行
异常或未开启，经过系统智能分
析，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知晓并
及时处理。这样一来，企业排污设
施运行情况时时刻刻都处于监控
中，能够更加有效地加强监管。”

天长环保是一家以开发、生
产环保行业个性化软件为主的环
保服务型企业，由西安交大环保
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林宣雄于
2012年在宜创办。当年，该公司
就开发完成我国首款具有优良可
扩展性、开放、共享、融合的环境
信 息 基 础 平 台 ——“ 长 天 长
JointFrame 应 用 系 统 支 撑 平
台”。该平台也是天长环保涉足
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一项重要成
果。这些年来，该平台不断更新，
目前已在全国30多个省级行政
区、300多个地级和县级行政区以
及众多企业进行部署、使用。

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
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一直备受

关注。近年来，我市积极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
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意见》，大力推动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掀起了
一股工业拥抱互联网的热潮。天
长环保相关负责人说，我国发展
新基建的主要目的，是培育新增
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助力产业
经济，而工业互联网覆盖了全部
的数字基础设施。“有了这些年的
积累，我们企业技术优势明显，发
展底气十足。”该负责人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保重
视程度加强，以及信息技术的发
展，环保物联网在各地都得到不
同程度的推广，成为我国环保治
理的中枢神经系统。然而，一直
以来，“条块交织”的环保行业组
织体系，环保物联网建设的分散
化、分置化现象无处不在。周赟
琰说：“如果环保行业数字化建
设，不能提供行业后操作系统这

样一个统一的底层平台，不管花
多少钱，也无法将环保物联网建
成一个全国性的数字环保基础设
施。”“长天长JointFrame应用系
统支撑平台”就是定位于环保行
业后操作系统。该平台位于操作
系统与环保行业应用系统之间，
既是负责支撑环保应用程序运行
环境的系统软件，又是负责支撑
环保应用程序快速开发的系统软
件，前者担负的是操作系统角色，
后者担负的是研发平台角色。值
得一提的是，该系统集聚了1NM1
模型（环保行业数字化通用模
型）、核心标准、核心结构、超结构
等一系列数字环保领域的突破性
创新，实现了五个统一（即约束机
制统一、基础资源统一、开放机制
统一、收敛机制统一和运行环境
统一）。

在新基建蓬勃发展的当下，
天长环保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各种
应用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位
于陕西省的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就以“长天长JointFrame应用系
统支撑平台”为基础，搭建起了治
污减霾指挥调度中心。“该中心通
过网格化监测实现环境数据的采
集，然后通过网格化管理，利用监
测网络，促使网格员及时发现、反
馈环境异常，最后通过溯源分析，
实现精准执法。”天长环保相关负
责人说，通过网格化监测和网格
化管理相结合，形成作战一张图，
并以由上至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
闭环管理流程，及时、高效地解决
环境问题，最终保证城市每年的
空气质量和细颗粒物能够达标。

随着平台被广泛应用，天长
环保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认可，收
获了“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新技术
新产品新应用成果金奖”“环境保
护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工业互联网
可以看作是一个生态，未来将会
形成百花争艳的业态，包括天长
环保在内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在新
基建的东风下将大有可为。

当前，工业互联网发展进入
了一个崭新时代。这其中，平台
作为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实现
工业经济全要素、全产业链、全
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枢纽。天长
环保尽管“体格不大”，却善于利
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以战略眼光
提早搭建环保物联网的底层平
台，通过与环保企业的精诚协
作，抢占制高点、赢得话语权。

在新基建的东风下，工业互
联网势必迎来发展机遇。但是，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也需要
经历一个长期演进过程。由于
工业互联网生态属性强，行业关
联度广，要确保工业互联网实现
高质量发展，就要求产业主体能
够有机联动、高效运转，同样行
业主管部门的组织引领也必不
可缺。因此，当务之急要充分发

挥龙头企业、技术服务商、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的作用，聚焦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与推广，系
统推进成果应用推广、人才培
育、生态营造、国际交流等工作，
凝聚体系化推进工业互联网平
台发展的强大合力，协同推进工
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建设与规
模化应用，不断提升工业互联网
发展水平。 （筱 隐）

本报讯（记者马溪遥）日前，
经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等程序，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无
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三木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
被列入我市首批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计划。

一直以来，劳动者技能与企
业岗位的实际需求脱节问题，成
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道坎。对
此，我市今年全面推行企业新型
学徒制。该制度是在政府引导
下，将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相结
合，以“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
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
内容的新型教育模式。根据相
关计划安排，三年新型学徒培训
1000人左右。被列入首批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后，江苏国
信协联能源有限公司、无锡江南

电缆有限公司、江苏三木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将通过
校企联合培育人才的方式，提升
员工技能。企业新型学徒制与
全日制教学相比，更贴合企业实
际需求，是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
改革，实行工学一体，让员工在
保证工作和休息的基础上参加
学习活动，使学习具有灵活性和
针对性。

据了解，企业经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被列入我
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计划后，
可先行预拨不高于50%的培训
补贴资金。此外，企业新型学徒
制学徒培训达到中级工、高级
工、技师、高级技师水平的，将
分别按每人每年4000元、5000
元、6000 元、8000 元给予企业
培训补贴。

我市全面推行
企业新型学徒制

可预拨备案企业不高于50%的培训补贴资金

位于环科园的俊知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持续引进高端人才，并与东
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合作，
不断加大5G产品研发力度。2019
年以来，该公司已经研发出1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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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日前，该公司引进的毫米
波专家肖可成博士，正在进行5G
相关产品的研发。

（见习记者 鲍祎珺 摄）

加大加大55GG产品产品
研发力度研发力度

“龙隐溪山预计8月完工、龙隐
江南二期预计10月完工……全面
布局宜南山区。乡村振兴，我们在
路上！”日前，市龙隐溪山酒店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宽，在其微信朋友圈
这样写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未来
的期待。1994年出生的杨宽，大学
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宜兴经营民宿，
努力圆梦乡村振兴。

杨宽的父母是宜兴本土资深
的酒店管理者，在父母的影响下，

他很早就打算深耕酒店旅游行
业。但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杨宽并
没有选择酒店管理，而是选了新闻
传媒，他认为，创意、策划和新媒体
的利用，会为酒店发展开拓更宽阔
的思路。201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
时，杨宽看到家乡农村大部分年轻
人外出打工，留下老年人守着一幢
幢闲置农房，感到很可惜。既然自
己本就打算从事酒店旅游行业，家
乡又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那为

什么不把项目设在宜兴农村呢？
于是，杨宽决定利用自己所学，和
乡亲们一起改变和发展农村。

万事开头难。起初，杨宽的足
迹几乎遍布国内发展成熟的民宿项
目。设计、文案、策划，甚至连客房
服务、菜品开发，他都要一一学习。
其间，他的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手
机里存满了考察学习的照片。但最
难的，还是将自己所见所感加以提
炼，探索出一条本土民宿的发展之

路。为此，杨宽常在深夜辗转反侧、
冥思苦想。终于，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他摸索出一种与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政策相结合的宜南山区
旅游民宿发展模式，打造了位于张
渚镇省庄村的精品民宿龙隐江南。

省庄村地处龙池山自行车公
园核心位置，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但由于专业人才缺乏，其丰富的旅
游、文化资源一直未得到系统整合
和挖掘。 （下转2版）

“90后”杨宽的乡村振兴梦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斐斐 通
讯员何泽峰）一年一度的市场主
体年报报送工作，将于6月30日
结束。据统计，除个体工商户
外，我市需年报的市场主体共
53835户，截至6月 10日，已有
42246户市场主体完成年报。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除
个体工商户外，与往年同期相
比，今年其他市场主体年报率提
升近10%。

根据相关规定，每年1月 1
日至6月30日为各类市场主体
网上年报时间。今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市2019年度个
体工商户年报时间由6月30日
延长至 12月 31日，而企业、农
民合作社等其他市场主体的截
止时间仍为 6月 30日。今年，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年报率，
市市场监管局在挂号信、短信
通知、微信公众号推送提醒等

已有方式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宣传渠道，新增了委托第三方
通过智能机器人拨打企业固定
电话，有针对性地向企业开展
年报提醒，引导辖区内企业及
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报送年度报告。同时，将
机器人去电显示电话设置为市
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座机，方
便企业回拨咨询，切实帮助企
业解决报送时所遇问题。据统
计，除个体工商户外，今年其他
需年报的市场主体（除拟吊销
的“僵尸”企业外），年报率已接
近80%。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
员提醒，逾期不报送公示年报
的或年度报告公示信息隐瞒
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市场主
体，信用将极大受损，广大市
场主体应尽早完成年报报送
工作。

市场主体年报
进入“倒计时”

年报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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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入汛！
水利部解答汛期5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