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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崇周：续写西门子“宜兴工厂”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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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重型燃气轮机叶片，是
重型燃气轮机的核心部件，误差以
微米计，全球能做的也就三四家企
业。其中之一的西门子，除德国总
部之外唯一的生产基地就在宜
兴。“这两年，随着中国市场的飞速
发展，‘宜兴工厂’的地位也显得愈
发重要。”近日，西门子燃气轮机部
件（江苏）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崇
周在接受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专访
时说。

西门子股份公司创立于1847
年，业务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专
注于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领域。
2017年初，西门子燃气轮机部件（江
苏）有限公司在经开区正式开业。作
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吴崇周于2016
年来到宜兴，与这一初创企业共同
成长，共同见证宜兴的蓬勃发展。

吴崇周第一次来宜是自驾的，
一路上，宜兴的自然人文风光尽收
眼底，再加上他对宜兴紫砂早有耳
闻，第一印象很好。而“效率高、配

合好”则是他对宜兴的第二印象。
在吴崇周的记忆中，经开区的精英
招商团队曾多次到访，交流打造高
端机械制造基地的规划和设想。项
目最终落户于此，主要看中的就是
宜兴亲商、爱商、惠商的诚意。

“我们来宜兴投资办厂，从开
工建设到竣工投产仅用了一年时
间，创造了西门子跨国办厂的一个
奇迹。”在吴崇周看来，选择宜兴带
来的惊喜远超预期。为了让企业
快速落地，宜兴市委市政府和经开
区解决了厂房改造、员工住宿、员
工子女入学等实实在在的问题。
2017年初公司顺利投产后，当年3
月就拿到第一笔外贸订单，外贸出

口业绩“一路飘红”。今年1—7月，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40%，并且，这
一高位增长是在2月份销售收入为
零的前提下实现的。今年是公司生
产任务最重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一度打乱了公司的脚
步。得益于宜兴市委市政府和经开
区的大力支持，西门子燃气轮机部
件（江苏）有限公司成为全市范围内
最早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成功搭
上将生产任务“抢”回来的“快车”。

这几年，“宜兴工厂”的表现毫
不逊色于德国总部。“对德国订单
100%的交货率获得了集团的认
可，并且在同样的产品质量体系
下，不良品率明显低于德国工厂。”

吴崇周说，虽然西门子产品的核心
研发在德国，基于生产的各种微研
发则是“宜兴工厂”的主动作为。
去年，原先涂五层的静叶持环粉末
涂层，被成功地减少到三层，肉眼
难以分辨的这种改变，却在质量和
成本控制上兼得。优质产品的稳
定输出让总部愈发信任，“宜兴工
厂”的地位也愈发重要。据吴崇周
介绍，产业链配套进一步寻求本地
化的空间之外，面向客户的培训中
心和售后服务中心等“宜兴工厂”
的新功能也日渐清晰。他期待着，
能进一步深化与宜兴的合作，奋力
续写西门子在宜兴发展的崭新篇
章。 （见习记者 何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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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召开第136次（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李 震）邀请各
方嘉宾、精心布置会场……经过
精心筹备，眼下，环科园秋洽会
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借
助秋洽会，园区将力促项目落
地、推动产业发展，进一步彰显
环保特色，擦亮环保名片。

近年来，环科园积极发挥自
身产业优势，抢抓契机加快环保
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长三角地区
一流的特色产业高地和环保装
备制造业集群，并通过引进一批
高端项目、平台，不断加速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成为国内环保
创新活力最强、创新氛围最活跃
的地区之一。按照“节约、务实、
高效”等原则，9月份起，环科园
便以环保合作与重大项目推进

为工作重点，提前制订方案，迅
速展开行动，派出精兵强将，与
知名的企业、专家、机构和投资
商洽谈沟通。

据了解，今年秋洽会期间，
环科园将于18日举行2020中国
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高塍镇）
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进
一步推动环保产业转型升级，擦
亮环保名片。届时，联东U谷宜
兴科技产业园、高性能复合材料
技术研发和制造项目等26只项
目将集中开工建设，总投资近84
亿元；新型医疗环保材料产业用
纺织品制成品智能制造项目（一
期）、新型环保节能电气设备项
目（一期）等13个项目，也将集中
竣工，总投资约44.36亿元。

本报讯（记者周 波）昨天下
午，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水
环境技术与装备）建设启动会在
国际环保展示中心举行。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副司长肖寒，南京大学副校长陆
延青，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中国计
量大学副校长王迪钊，我市领导
陈寿彬、朱旭峰等出席活动并共
同启动基地建设。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水
环境技术与装备）（以下简称“创
新基地”）于2020年 8月7日由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批准南京大
学宜兴环保研究院承担筹建，是
我国唯一的节能环保领域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创新基地依托
南京大学环境学科优势和宜兴
环保科技工业园产业积淀，联合
国内水处理领域顶尖高校院所
和企业，面向标准化支撑和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及水环
境技术与装备产业发展重大需
求，以“打造一个平台、创新三项
机制、推动四链融合、实现两个
突破”为核心，以技术标准化研
究、标准研制、标准试验验证、标
准应用推广、技术合作交流、标
准化人才培养为重点任务，集聚
高端创新资源，把握标准创新趋
势，打造一流团队，创新一流标
准，致力于打造我国水环境领域

先进技术快速标准化、市场化、
国际化和标准化复合型人才培
养的核心示范区，持续引领我国
生态环保产业升级发展和国际
竞争力提升。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寿彬
在致辞中表示，宜兴将以此次国
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水环境技
术与装备）落户宜兴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对环保产业的规划引
领和政策支持，更好发挥产业集
群、装备制造、平台载体等方面
优势，加大高端科创资源、行业
龙头企业的引进力度，推动本土
企业的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全
力打造长三角环保产业特色高
地。同时，他希望，环科园、南宜
研究院和其他共建单位发挥各
自优势、密切协同协作，在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融合、国际
合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早
日把基地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
水环境产业标准化创新平台。
与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一如既
往关心支持宜兴环保产业发展，
帮助宜兴聚集更多资本、技术、
人才等要素资源，共同把“宜兴”
打造成为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
一张名片、一面旗帜。

活动中，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创新管理司标准应用管
理处处长陈伟亮宣读基地筹建
批文。

借秋洽会东风 擦亮环保名片

环科园多措并举推动项目落实

位于环科园的江苏贝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氮化铝、氮化硅陶瓷基板及构件项目建设正在快
速推进中，目前一期项目两条生产线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据了解，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从
国外引进高温真空烧结炉、研磨机等设备，形成了年产1亿平方厘米氮化物陶瓷基板产能，一期
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值3亿元。图为日前，该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试生产。（记者 翟霄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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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震）10月 16
日，市委书记沈建主持召开第136
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推进
新经济发展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
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坚
持问题导向，把握干部成长规律，
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系
统阐明了干部成长的正确路径，对
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提出了提高

“七种能力”的明确要求，为各级
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更
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提供
了强大思想引领、指明了正确前
进方向。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要深入学
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摆在重中之重位
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各级干部的思
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
训练，着力提高应对变局、服务大
局、开拓新局的能力，加快打造一

支当下有活力、发展有潜力、未来
有竞争力的干部队伍，努力创造出
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一要
加强理论学习。各级干部尤其是
年轻干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把
握新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善
于从新思想这一理论宝库中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钥
匙”。二要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到群众中去、到实践
中去，加强对改革发展稳定难点堵
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症
结，制定有效举措；要善于把工作
放到全市中心大局、与上级决策部
署结合起来思考谋划，力求取得更
大成效。三要勇于担当作为。深
刻把握当前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
和艰巨任务，强化风险意识和忧患
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原
则，特别是遇到矛盾挑战要敢于冲
锋陷阵、攻坚克难，在经历大事、急
事、难事中，不断锤炼能力素质、开
创发展新局，在推动宜兴争当全省
高质量发展领跑者的实践中体现
担当、彰显作为。

会议听取关于我市总部经济
发展、枢纽经济发展推进情况的汇

报，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总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会
议指出，会上讨论的该“实施意
见”，符合宜兴实际，政策性、针对
性很强，对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
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作
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
站位、抓好落实，确保发挥出政策
应有的效用。要加快工作进度，科
学编制完成“宜兴市高铁枢纽经济
区发展规划”，明确发展定位、发展
目标、重点举措，切实发挥规划的
龙头引领作用；协同做好“政策意
见”的招商宣传、指导解读等工作，
为发展总部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要加强保障服务，不折不扣落实好
政策要求，进一步与时俱进发挥好
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要将交通规
划建设与项目招引、产业规划等相
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做足做
好“枢纽+”这篇文章。要注重绩效
考评，从严审核把关，切实维护政
策的严肃性、权威性；依托政策，放
大效应，努力引进培育一批高新技
术、高端人才、高质量税源、高层次
消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动力活力。

会议审议通过《宜兴市关于加

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上级相关政
策要求，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城市智慧化为主线，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系统谋
划布局，紧扣产业强市战略，加强
对数字经济的分析研究，准确把握
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竞争格局、
市场前景等，加强政策宣传、制定
务实措施，为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工作
重点，抢抓上级政策机遇、利用我
市产业优势，结合“智慧宜兴”建
设，积极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
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探索区域数据合作与交流模式，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数字文化、新型
消费、农业物联网等新业态，提高
信息化产业发展水平。要深化融
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大力推行智能制造，抓紧出
台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创新设
立专项扶持资金，加快推进智能制
造项目招引建设，打造更多智能车
间、智能工厂，提升企业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