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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军旅篆书第一人”何虎将军的六字人生哲学
P4

广告

■ 方令航

四山旗似晴霞卷，万马蹄如骤雨来。七

月，浙江金华正是梅雨连绵的时节，江南的酷

暑也在这清凉中孕育。而对于一座城市未来

的经济发展来说，新战略也已经徐徐铺展开

来。作为金华创新创业项目的首次海选，全市

共有 145 个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赛，98 个

项目陆续在 10 场海选赛中参与海选，28 个

项目进入 2019 年“创客中国”金华好项目·中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金华赛区决赛，新经

济新技术新材料再一次叉腰站在了时代的风

口，成为金华地方经济未来的担当。

本次大赛重点围绕金华市制造业重点细

分行业以及数字经济“一号产业”的培育发

展，向社会召集一批具有先进创新性及高成

长潜力的非上市企业、优秀创客团队，包括

“5G 时代导热吸波材料领航者”“基于激光诱

导击穿光谱分析技术（LIBS)的手持式合金材

料成分检测仪研发”以及“合金热塑料板”等

一批制造业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金华好项目”

脱颖而出，泰隆银行金华分行为总决赛整体

授信 1 亿元，助推项目在最短的时间落地，实

现收益。

科技点亮产业之光
作为金华当前规模最大的科技创新选拔

盛会，本届大赛围绕项目、技术、资本、人才的

主题，聚焦新产业、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

新模式，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参展，泉州

市共有 26 家企业 49 个创新成果产品亮相，

一批黑科技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从“基于可

穿戴柔性电子的人体健康状态辨识系统”到

“汽车方向盘传感器用稀土永磁铁氧体磁

体”，从 U Party 派对空间到阿尔法羊智能量

化交易系统，从带有禽流感检测的智能喂鸟

器到磐安药膳标准化、红木智慧展厅，这些产

品尽显了金华创新科技的硬实力和接地气。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在向前的复杂形势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更加需要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

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杆。在当下，科技已经成为

驱动金华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的关键所在。“通过创新

创业大赛的平台发掘具有潜力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模式，进一步激发中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的热情，促进金华经济结构优化、发展质量

提升、发展动能转换，为金华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主办单位领导、金华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中军告诉记者。面对

风起云涌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

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错失发展

机遇。金华经济需要不断加强科技供给，培育

增长新动能，才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我

们需要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筑好巢引来凤，为金华科技事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众多参赛代表积极为金华输出前沿技

术，贡献智慧力量，政府部门汇集科技园区、

咨询服务机构、银行、风投，踊跃牵线搭桥，为

优质项目带来东风和资金。杭州壹嘉汇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场表示有意向与一等奖项

目“5G 时代导热吸波材料领航者”签订相关

投资协议。金华这座城市的兴盛，离不开创新

开拓的精神与政企的凝心聚力。当前全面建

设“创新、智造”的现代化金华更需要科技创

新的支撑和助力。赛后各导师评委与项目团

队进行了深层次的项目讨论对接，评委们对

此次总决赛获奖项目高度认可，希望最大程

度集聚各项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要素，不

断完善产业与科技对接机制，同时加快建设

一流营商环境，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方能助

推金华经济的大船行稳致远。

“绝对”留在金华发展
本次金华赛区一等奖项目新启科技 5G

时代导热吸波材料领航者和子栋的路演给观

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G 万物互联时

代即将开启，却也面临着更严重的电磁干扰

问题和散热问题。新启科技团队历时四年，致

力于开发出一种能够满足 5G 商用频段的高

性能导热吸波一体化产品，从而为中国芯穿

上中国衣。导热吸波材料通过电磁波的热量

进行传输，通俗来说就是从温度高的地方传

到温度低的地方，应用前景广阔。目前已经申

请 15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7 项。发表 10 余

篇 SCI 顶级论文，产品契合 5G 背景下的时代

新需求，可运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精密仪式甚

至是无人机等，有效解决了当前材料导热和

吸波难以兼顾的问题，还可根据用户需求提

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咱下转 P2暂

■ 马黎明

春耕夏耘，方有收获。铺开赤峰平煤投资

公司画卷，写满了赤峰平煤投资人不犹疑，不

懈怠，不畏难的责任担当和努力前行的奋斗

场面。

进入新时代，平投公司以“职工家属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追求，提出了“稳定、服

务、惠民、创新”的工作主线，确立了今后一个

时期发展的“三大目标”愿景，即：一是用二到

三年的时间，把物业服务按市场化机制做起

来。二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物业服务、林

业资产、水泥建材、餐饮疗养、医疗养老五大

板块做大做强。三是到建企 20 周年，把平投

公司建成赤峰地区服务一流、产业多元的企

业集团。这一愿景，让平投人热血沸腾，公司

上下有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获得

感，有一种强大的前行动力，激发了平投人以

豪迈的热情，在惠民服务新征程中贡献智慧

和才干、敬业与奉献。

惠民服务体现了心中有爱、干事创业的

崇高境界。只有心中装有对家园的爱，对企业

的爱，才能具备宏大的气魄，产生不竭的动

力，创造一流的业绩。公司以党的领导为核

心，将惠民服务变为克服困难的源头活水，始

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谋划

思路、干事创业的境界，谋大事、干大事、成大

事的能力显著提升，为“三供一业”移交改造

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惠民服务体现了创新创造、攻坚克难的

开拓精神。面对信访稳定的压力和困难，公司

坚持把信访问题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来对

待，把来访群众作为自己的亲人，把解决问题

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改善民生作为稳定的基

础。上下同心求创新，攻坚克难保稳定。开门

接访、基层下访、包案到户访、主动约访。2018
年，公司信访总量 119 批次 703 人次，有效化

解了因外墙保温施工、棚户区搬迁安置、工

伤、住房、医保等诸多问题，维护了百里矿区

和谐稳定。

惠民服务体现了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时代要求。落实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

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公司始终秉承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的民生理念，着力解决住宅楼屋

面防水，道路大修，供水管道铺设和改造，离

退休职工活动室修缮等职工群众最关心、最

期盼的问题，健康体检由原来的两年一次改

为一年一次，为职工制作发放了新工服、环卫

工棉服等，投资兴建了职工食堂，职工工资连

续两年增长，实实在在地为满足职工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好事办实事。

惠民服务体现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高尚情操。广大干部职工把“三供一业”移交

改造的生动实践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用惠民服务诠释人生无限的精彩。如今职工

住宅楼着上靓丽新装，焕然一新。公司用足用

好国家政策，全面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现已

安置 2000 多户，矿区职工居住条件实现新的

突破，赢得矿区职工家属广泛赞誉。

公司总经理宋晓彬讲到：“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我们要继续高扬惠民服务的旗帜，搞

好‘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棚户区改造和物业

管理转型发展三大任务，让百里矿区更加美

丽，更加和谐，更加宜居，努力提高职工及家

属成就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
入选《财富》中国500 强
居食品行业首位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7 月 10 日晚，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

《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考量了全球范围

内最大的中国上市企业在过去一年的业绩和

成就。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以营业收入 1496
亿人民币入选该榜单，排名第 66 位，居食品

行业首位。

该榜单由《财富》（中文版）与中金公司财

富管理部合作编制。今年中国 500家上榜的上

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 45.5万亿元人民币，较

去年增长 14.8%，再创新高；净利润达到了

3.625 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4.21%，相比去年

24.24%的涨幅，受宏观经济影响大幅放缓。今

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 162.38亿元，相比

去年提升了 17%。去年中国 GDP首次突破 90
万亿元，这 500家上市公司的收入总和也再次

超过了中国当年 GDP的一半。

万洲国际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猪肉食

品企业，市场份额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所在

市场均排名第一，拥有包括生猪养殖、生鲜猪

肉、猪肉制品、分销与销售在内的完整猪肉产

业链，并凭借独特的全球垂直一体化业务平

台，在猪肉行业形成了领先的竞争优势。

万洲国际旗下包括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加

工企业———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和美国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史密斯菲尔

德食品公司，并拥有众多知名品牌，形成丰富

的产品组合和庞大的市场网络。

万洲国际于 2014 年 8 月 5 日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在 2017 年 9 月 4 日正式

被纳入恒生指数，成为成份股之一。

赤峰平煤投资公司让惠民服务的旗帜高高飘扬

一座城市对创新创业的“眷恋”
金华新战略助推一批好项目脱颖而出

荫公司党政班子成员（左：公司监事长马力，中：公司总经理宋晓彬，右：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李连平）

西北油田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

七月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骄阳似火，热浪

滚滚。西北油田重点工程项目———塔河油田

10 区水域环境敏感区集油干线环保隐患治

理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机声隆隆，热火朝

天，“油龙”在滚滚热浪中不断地向前延伸。施

工人员加快建设，加班加点，上演了一幕比烈

日还火热的激情。

该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输油管

道由于长期受硫化氢、盐碱水等长期腐蚀，导

致输油气管线穿孔泄露增多，给安全环保带

来严重威胁。该项目对 10-3 计转站、10-5 计

转站、S99 井至 2 号联合站共 3 条原油外输

管线采用HTPO 内穿进行腐蚀治理。目前，施

工的是该工程二标段，中间站至 S99 井全长

14.3 千米，120 多个焊口，400 多道焊缝。

该项工程 5月 15日开工以来，该厂为保

证管线焊接质量，从运移管线、打磨除锈、接头

预热、氩弧打底、手把焊接，到管线保温、试压

验收、防腐保温的每一个环节，施工单位严格

执行油气集输管线建设制度，保质保量建好每

一条管线，保证油气密闭集输。该工程预计在

愿月初完工。 渊胡强 丁玉萍冤

收于广纳，放于天地；德行天下，道贵自然；舍身外物，得大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