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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宜兴梁祝文化艺术节
将于6月24日至29日举行

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
发文规范网络主播从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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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1906一年定开

咨询热线：80712687 80731111
地址：宜兴市氵九滨南路106号环科园分路口（8路、20路、101路公交可到）
节假日正常销售，即到即买，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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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产品由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和管理，南京银行作为代销机构，不承担
产品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
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业绩比较基准仅用于评价投资结果和测算业绩报
酬，不构成对本产品的任何承诺或保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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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系列

中低风险

产品开放期：2022.6.23-6.29 Z30002

过往各期投资运作
参考年化收益率
（以上数据截至2022.6.15）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95302。

（年化）

○1—5月，企业铸造量达19071吨，同比增长5%，
销售额达3.9亿元，全年有望实现增长15%。

○截至目前，企业在ESP精品轧辊生产与研发方
面累计投资4.3亿元，生产装备、软件和控制技术均创
世界一流，年产ESP精品轧

辊3.5万吨。

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成绩单

探寻高质量发展探寻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优等生””成长秘诀成长秘诀③③

共昌轧辊共昌轧辊：：
深耕细作练绝活深耕细作练绝活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争先进位争先进位 勇争一流勇争一流

□记者朱琳俊

“1580轧机生产线用高速钢
轧辊，毫米轧制量为7000吨，完
全达到了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日本
小野田同类产品标准。”今年年
初，一张来自世界钢铁行业龙头
企业——中国宝武集团的上机试
验“成绩单”，让位于新建镇的江
苏共昌轧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黎军激动又兴奋。

性能达到轧制钢板7000吨只
磨损1毫米的水平、价格只有同类
进口产品的60%，这款为宝武集
团量身打造的轧辊，凭借亮眼的
表现，让共昌轧辊有了携手世界
钢铁行业龙头企业的底气。近几
个月，宝武集团接连向共昌轧辊
投来多笔总额近3000万元的订
单，“成为宝武集团的战略合作伙
伴，这对共昌轧辊来说，是载入史
册的大事！”邵黎军自豪地说。

共昌轧辊是一家专业为钢铁
企业轧钢机配套的轧辊制备企
业，也是目前国内外生产热轧板
带高性能轧辊品种最齐全、规格
最大的知名品牌企业。今年以
来，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共

昌轧辊用自身强健的“抵抗力”获
得不俗成绩：1—5月，企业铸造
量达19071吨，同比增长5%，销
售额达3.9亿元，全年有望实现增
长15%。

实力强大的稳定客户，是共
昌轧辊抵御风险的“王牌”。翻开
企业的客户名单，除了宝武集团，
鞍钢、首钢、马钢等中国十大钢铁
企业赫然在列。“打铁还需自身
硬”，匹配这些“行业顶级”，共昌
轧辊依靠的是不断抢占行业新技
术、新产品、新装备的制高点。“说
起我们企业的自主研发，ESP精品
轧辊最有代表性。”共昌轧辊总工
程师周勤忠说。全无头超薄带钢
热连轧（ESP）是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热轧带钢生产线，轧辊单次
轧制公里数要求是普通轧辊的3
倍以上。当初，在全球还没有该
产品现成制造经验的情况下，共
昌轧辊就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经过5年多的自主研发，国
内首条ESP精品轧辊生产线、首
条全流程高速钢轧辊生产线相继
在企业投产。“即便已经达到全球

最高水平，我们对ESP精品轧辊
性能和工艺的优化提升仍没有
停止过。”周勤忠说。截至目前，
共昌轧辊在 ESP 精品轧辊生产
与研发方面累计投资已达4.3亿
元，生产装备、软件和控制技术
均创世界一流，年产ESP精品轧
辊3.5万吨。

“创新就是企业的生命力。”
邵黎军说。近年来，国内轧辊产
业的产能不断释放，不仅常规产
品的竞争愈发激烈，新产品的研
发也很“内卷”。“创新这块，我们
从来没有‘躺平’过，每年年初，我
们的研发团队都会定好课题，列
下当年要开发的新产品。”邵黎军
说。今年2月，企业的研发团队根
据今年要拿下的新产品，成立了
工具钢轧辊、铸轧高速钢和高铬
钢复合力辊3个研发小组。眼下，
3类新品的一项项实验数据很是
喜人，预计今年年底，共昌轧辊将
再添3个“独家”产品。

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市场青
睐，共昌轧辊除了有“人无我有”
的产品外，还有“人见人夸”的口
碑。今年6月初，共昌轧辊收到了
一封来自河北迁钢公司的感谢
信，对今年4月疫情形势紧张时共
昌轧辊为他们高效解决燃眉之急
的做法给予赞扬。当时，迁钢正
有新的轧线处于调试生产的关
键时期，要求共昌轧辊在3天之

内交付一批精轧工作辊。了解到
迁钢的紧急需求，共昌轧辊第一
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各个岗位的
人员都立下“军令状”，将生产周
期压缩到最短，并紧急联络好运
输车辆，承担下高出平时两倍的
运输费用，专人专车将货物及时
送达对方企业。这样的鼎力保
障，是共昌轧辊服务客户的担
当。今年5月，企业被评为“2022
年中国钢铁优秀品牌供应商”。

在钢铁行业新发展形势下，
练就一手“绝活”的共昌轧辊，从
未停止转型升级的步伐。近年
来，企业先后成立江苏共昌精密
铝业有限公司和江苏共昌冶金
设备有限公司两个子公司，与
上海交通大学等专业院校开展
深入合作，利用现有装备实力
和生产制造能力，向核电、海洋
工程、轨道交通等大型装备方
向延伸发展。与此同时，共昌
轧辊还在绿色低碳、智能制造
等方面不断加码，开展超低排放
升级改造并构建绿色工厂，同时
不断完善生产订单
协同、供销存一体化
等智能管理体系，以

“数字化”推动传统
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

致力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我市新增3家
“JITRI—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孙斐斐）日前，
我市的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瑞鼎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分
别成立的“JITRI—企业联合创
新中心”（以下简称“联创中心”）
正式揭牌。至此，全市累计有6
家企业建有联创中心。

联创中心是指由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与企业以非独立
法人形式共建，专门从事产业技
术战略研究，挖掘、凝练企业技
术难题或需求，对接引进全球创
新资源开展应用研发及集成创
新的机构。其以企业需求为导
向，重点项目为纽带，协同攻关
行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企
业技术难题。参加联创中心遴
选的企业，须满足在细分行业内
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规
模与技术水平在细分行业内处
于省内前列，拥有若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成果、发明专
利或专有技术等条件。

宝银钢管是专业从事核电、
火电、石油化工、轨道交通、航空
航天等领域特殊管材研发和制
造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不断自

主创新，现已具备研制第三代核
电技术大型压水堆蒸汽发生器
用690合金U形管和第四代核电
技术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用
换热组件的能力，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未来，宝银钢管将以联创
中心为平台，市场需求为导向，
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全力打造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国家重
大装备关键管材国产化基地。
泰源环保是一家从事水处理工
程设计、设备制造和运营服务的
综合性企业，其研发的“TIMP智
能模块化装配式集成污水处理
系统”，开创了污水厂模块化建
设新模式。下阶段，该企业将通
过联创中心的支持，就新型膜材
料的设计和应用、污泥湿式氧化
与资源化再生利用等展开进一
步合作。江苏瑞鼎专业从事化
工废物焚烧炉的研发、设计、生
产、工程安装等总承包服务，是
国内焚烧炉制造的骨干企业。
今后，企业将借助联合创新中
心，充分发掘企业及产业上下游
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力争更多地
解决目前行业“卡脖子”难题，并
将合作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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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新增建设100处‘乐享园林’小型绿地活力空间”，是2022年度江苏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一，以提升百姓生态获得感。最
近，全省100处“乐享园林”项目名单公布，我市共有3个项目上榜。作为其中之一，宜兴双氿三河滨水空间品质提升工程一期（城南
河—大溪河段）眼下正在火热施工中。该工程一期总投资约2.9亿元，总面积约102公顷，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

图为日前航拍的施工场景。 （记者 翟霄帆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余 婧）自
6月16日以来，我市电网调度负
荷大幅攀升，连续多日保持高位
运行。6月20日12时44分，电
网调度最高负荷达179.58万千
瓦，打破今年以来我市电网历史
负荷纪录。目前，我市电网整体
运行保持平稳。

“从电力需求看，经济增长
和高温天气，是助推电网调度负
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国网
宜兴市供电公司调控分中心工
作人员张熙说，当前，我市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经济发
展，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带
动企业用电较快增长。同时，6
月以来，我市气温持续上升，多
日最高气温持续在 30℃以上。
在双重因素影响下，6月 14 日

起，我市电网每日最高调度负荷
快速增长，6月16日突破160万
千瓦，6月20日达到179.58万千
瓦，6月21日为178.73万千瓦。
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升高，预计全
市电网调度用电负荷还将持续
上升。

为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宜兴市供电
公司针对今年迎峰度夏的重点难
点，密切监视电网运行状况，着重
强化对各重载主变、线路的实时
运行监视，科学合理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与此同时，不断优化电
力营商环境，做好电网风险预控，
制定完善电网预警机制和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抢修人员实行24小
时值守，全方位保障电网高温高
负荷情况下安全稳定运行。

宜兴电网调度负荷
创今年以来新高

179.58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