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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艳萍）一台台设
备高速运转，一辆辆运输车来回穿
梭，一个个项目工地建设如火如荼
……春节过后，走进陆家镇，随处可
见争分夺秒抓生产、加班加点赶订单
的忙碌场面，众多企业开足马力，陆
续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全力冲刺

“开门红”。
2月19日，记者来到位于陆家

镇的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里热火朝天，
员工正在生产线上铆足干劲，抓紧
赶制一批用于新冠疫苗项目的
ASME BPE标准洁净管道系统和
阀门控制系统的订单。郭兴云是新
莱公司的生产总监，他告诉记者，作
为华东地区首家创业板上市的台资
企业，新莱公司主要从事高洁净应
用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自2000
年落户陆家镇以来，紧跟产业发展
导向，不断加快转型，产品由起初的
食品领域向生物医疗领域迈进，市
场也由外销转向内销。近年来，随
着半导体产业的崛起，新莱公司开
始涉足研发和生产技术要求及附加

值更高的真空电子半导体行业洁净
产品，以填补国内半导体行业上游
洁净应用材料市场空白，实现与美
国、日本厂商技术同步，成为国内唯
一覆盖生物医药、食品、真空半导体
三大应用领域的高洁净应用材料制
造行业的领导者。“目前，企业的复
工率达90%以上。因新冠疫苗项目
需求，订单较上一年有大幅增长。
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额同比增长
超50%。”新莱公司副总经理翁鹏斌
介绍，为满足猛增的订单需求，公司
正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进行产学研
合作，以突破半导体行业小口径产
品内表面处理技术壁垒，加快半导
体设备核心部件的国产化。同时，
今年公司将继续增加自动化设备，
从而快速提高生产产能，力争实现
全厂自动化。

同样开足马力生产的还有艾瑞
森表面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
正在井然有序地加工和生产。为满
足市场需求，今年春节期间，艾瑞森
常态化满负荷生产，春节一过，大量

订单又接踵而至。得益于很多外地
员工留昆过年，企业节后快速投入
生产，为应对新春生产旺季提供了
有力支撑。“现在，公司产能利用率
已达到100%。”艾瑞森公司总经理
赵斌告诉记者，接下来公司会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确保每年研发投入
占销售额的比重不低于13%，新建
的厂区于今年年底落成竣工，企业
的发展将会迈入一个新台阶。与此
同时，好孩子、旭东机械、膳魔师等
企业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轰鸣的
机器声，“奏响”陆家经济发展的强
劲旋律。

企业蓬勃的发展势头与陆家打
造“精致高品质特色小城镇”发展定
位关系紧密。一方面，陆家镇紧抓
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充分利用上海
各高新园区产业优势和外溢效应，

突出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另一
方面，春节以来，针对企业节后的生
产旺季，陆家镇提前谋划，多措并
举，及时出台 6条暖心举措，设立
1000万元专项资金，围绕企业留工、
用工调剂、稳岗促产、房租减免、商贸
保供、人文关怀六个方面，鼓励企业
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昆过节，支持企
业出台措施稳定员工扩大生产，力促
全镇工业经济实现一季度“开门
红”。正新橡胶、好孩子、华冠商标等
重点企业员工春节留昆率分别达到
84%、70%和83%，节后复工率分别
为95%、85%、90%。同时，陆家镇
还对企业生产经营或项目建设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精准施策，帮助企
业迅速复工复产、抢抓生产赶订单，
并推动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助推企业提质增效。

员工铆足干劲 订单供不应求

陆家“流水线”奏响生产“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许晓明）宽敞明
亮的厂房内，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
正有条不紊地运行，身着统一工作
服的工人在各自的岗位熟练地操
作……2月20日，位于千灯镇的江
苏苏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已
全部返岗，车间恢复正常工作。目
前，公司产销两旺，订单已经排到
今年 5 月底，预计 2 月份产值超

500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
番。

据了解，苏杭电子积极响应政府
“就地过年”号召，精心安排好员工春
节期间的工作生活，超90%的员工
主动放弃返乡，选择留昆过年。正月
初二开工后，苏杭电子除加班工资
外，还向所有员工发放人均约2000
元工资补助，作为新春的“红包”。“大

家上班的精气神特别足，效率也更高
了。”苏杭电子总裁特别助理刘光来
开心地说。

目前，苏杭电子正在加足马力生
产畅销欧美的汽车配套线路板产品，
向宝马、奔驰、奥迪以及玛莎拉蒂等
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供货。据刘光来
介绍，去年下半年开始，苏杭电子的
订单大幅攀升，第四季度的订单量同

比增加了40%，眼下企业的订单已
经排到今年5月底。

“下一步，苏杭电子将按照既定
的年度发展计划，在深耕现有市场的
基础上，积极布局5G、云端和大数
据、医疗以及无人驾驶等，抢抓重大
产业机遇，开拓新市场，预计今年的
全年产值将同比增长25%左右。”刘
光来说。

企业激励多 员工劲头足

苏杭电子订单排到5月底

本报讯（记者 张 田）2月22
日下午，由市融媒体中心、市科
技局和昆山科技镇长团共同举
办的“党建话语权新高地建设
与新传媒技术运用”系列访谈
首期在淀山湖镇开讲，进一步
凝聚奋进力量，再创“昆山之
路”新辉煌。

此次访谈特邀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导师张胜利、嘉影上行（苏州）文
化传播公司CEO李卜以及淀山
湖镇党建工作负责人，围绕“党
建高地话语权建设以及新传媒
技术在党建中的重要作用”展开
热烈讨论。张胜利提出，既要建
立全媒体立体多样的现代传播

体系，又要关注受众群体的分众
化、垂直化特点。李卜认为，只
有创新传播形式、内容、话语方
式，才能实现新传媒科技的精准
供给。

“在此次论坛的启发下，淀
山湖镇将进一步适应‘互联
网+’思维，持续运用新媒体技
术创新党建工作，使微信、直播
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加强党建工
作的重要阵地。”淀山湖镇相关
负责人说。

据悉，“党建话语权新高地
建设与新传媒技术运用”系列访
谈活动计划持续一年时间，将深
入我市各区镇和各职能部门，为
昆山党建新高地建设出谋划策。

运用新技术
建设新高地
“党建话语权新高地建设与新传媒技术运用”系列访谈开讲

苏州轨交S1线渔家灯火站盾构左线下穿工作目前正向苏州方向掘进，预计到6月中旬可以贯穿阳澄湖。近日，施工方正在
组装右线盾构机，将开始右线下穿施工，预计在10月份贯穿阳澄湖。 记者 徐鹤千 摄

本报讯（记者 丁 燕）连日
来，市应急管理局根据最新编制
的《2021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对全市2537家纳入重点监管且
已复工复产的企业，上门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检查指导，要求所有
复工复产企业做到“三个一”，即
召开一次企业安全生产会议，开
展一轮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开展
一次设备设施全面维检。

“目前企业复工返岗情况如
何？有没有开展员工安全生产
培训？有没有进行设备设施全
面维检？”2月20日下午1点半，
市应急管理局基础科监察一中
队与陆家镇安监办执法人员来
到位于陆家镇的柏承科技（昆
山）股份有限公司，详细询问企
业“三个一”落实情况。

据悉，柏承科技是一家生产
各类柔性电路板、HDI线路板、
硬质线路板以及其他新型电子、
电力元器件的生产、组立、焊接

和测试企业。当天，执法人员一
行详细查看并核对了柏承科技
的基础资料、应急救援预案、危
险源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台
账资料，同时，还深入车间、厂区
仔细检查了该企业的有限空间
作业情况、电镀加工工艺、油墨
储存、污水处理等环节。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存在有限空间未进
行规范化改造、油墨使用区域警
示标志缺失等问题，执法人员现
场开具了整改通知单，要求企业
尽快落实整改。

“通过台账检查与现场查
看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监管
企业开展专项检查指导，督促
企业整改存在的安全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企业
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的安全
意识，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
稳定夯实基础。”市应急管理
局基础科监察一中队队长吴刚
介绍。

拧紧复工复产
“安全阀”
我市对重点监管企业开展专项检查指导

◀上接Ａ1版
会议审议了《昆山市推进制

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工作方案（2021—2023 年）》
《昆山市关于推进制造业智能化
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
施》。会议要求，要坚持自下而
上，尽快明确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年度项目，各区镇要
进一步细化目标，抓好分解落
实，既要讲清指标内容并做好
量化，也要明确时间节点并开
展考核，确保年度目标任务按
时完成。要强化动态跟踪，建
立培育库、对接库、改造库、示
范库，把处于不同改造阶段的
企业纳进来，确保在推动智能
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中实现质
效双升。要细分产业领域，推
动企业需求与服务供给实现精
准对接，树立产业链数字化的

“昆山样板”。
会议审议了《昆山市推进数

字政府“一网通用”建设工作方
案（2021—2023年）》《昆山市推
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设工
作方案（2021—2023年）》《昆山
市推进数字政府“一网统管”建
设 工 作 方 案（2021—2023
年）》。会议强调，要夯实基础支
撑，在全市范围内遴选精兵强将
充实专班力量，建立健全数据共
享统筹协调机制，持续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夯实“一网通用”工作
基础。要注重集体研发，整合数
据资源，打破信息壁垒，做好政
务服务集成和统筹，通过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来展现昆山良好
的营商环境。要做好顶层设计，
厘清工作架构，完善“一网统管”
工作体系，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助力打造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昆山样板”。

会议审议了《昆山市推进数
字安全建设工作方案（2021—
2023年）》。会议指出，数字安全
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防线，要
加强与招商部门的沟通对接，大
力招引数据安全领域龙头型企
业，并使之嵌入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升级的全过程。要做到提前
防范，从保障数据畅通角度理解
安全，为数据应用创造良好安全
环境。

会议还审议了《昆山市推进
数字创新工作方案（2021—
2023 年）》。会议指出，要在

“引”上下功夫，市科技局要针对
数据收集、储存、计算、分析、应
用等环节的科技企业，加强对区
镇及招商部门的科学指导；要在

“育”上做文章，发挥国家超算昆
山中心、深时数字地球等项目的
重要支撑作用，提前布局、大胆
实践，全力培育数字经济领域的
高新技术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上接Ａ1版 考虑到妻子有糖尿病，
饮食要以粗粮为主，他特地买了燕麦
片，每天做燕麦鸡蛋粥，一勺一勺喂给
妻子。“我们坐起来晒晒太阳喽。”上午
九点多，范洪福在床靠背上放好特制
的软垫子，扶着妻子坐起来，并认真地
给她梳理头发；倒杯水并放入吸管，像
哄孩子一样哄着妻子喝水；细致地给
妻子全身按摩，防止肌肉萎缩。“舒服
吗？”“舒服！”对视一眼后，范洪福夫妻
俩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我们是青梅竹马，1967
年结婚，一起经历过风风雨雨，很不容
易。就在她卧床前，我们还去补拍了

婚纱照。现在她生病了，我更要照顾
她、爱护她。”范洪福说。

当社区了解到范洪福家里的困
难，提出请志愿者来帮忙照顾时，范洪
福摇摇手拒绝了。“照顾家人，是我们
自家人应该做的，让志愿者去帮助更
需要的人家吧。”范洪福说。事实上，
照顾瘫痪病人是件很辛苦、很艰难的
事。特别是夏天，范洪福不仅每天要
为妻子擦拭身子、大小便后清洗，每隔
两三小时还要给她翻身。饱受疾病折
磨，妻子的脾气也变得捉摸不定，经常
因一些小事而发脾气。每当这时，范
洪福就自觉退一步，等妻子情绪稳定

后再耐心沟通。“有妻子在，我就心
安。爱，能化解一切难题。”范洪福说。

医学达不到的地方，就用爱来照
亮。在范洪福言传身教下，两个女儿
也每天赶来照顾母亲。“爸爸是我们的
榜样，孝老爱亲是我们家的家风，要一
代代传下去。”大女儿范勤芳说。“我们
多来照顾母亲，父亲也能多休息一
下。”小女儿范勤花表示，爱的接力也
在这个家里一棒接一棒。如今，范洪
福孙辈们但凡有空，也经常赶来看望
老人。在爱的陪伴和温暖下，范洪福
家庭三世同堂，其乐融融，也因此被评
为“文明和谐家庭”。 （记者 李 艳）

安全昆山安全昆山 你我共创你我共创
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积极争创省级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市政府召开
第70次常务会议

◀上接Ａ1版 吴新明强调，淀山湖镇
要进一步用足用好自然资源禀赋，不
断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
化通道，深度挖掘文化遗产和自然资

源多重价值，突出产业融合、生态绿
色、服务体验，导入科技、人才、资本
等资源要素，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体
验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
利益链，推动结构优化、业态更新、量
质齐升，全面提高农文旅产业竞争
力、产品供给力、品牌影响力。

持续放大水好景美的自然禀赋优势
做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文章

◀上接Ａ1版 到后来将“为生
活在城市的老年农民工提供购
买春运票务等公共服务”“加速
推进对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
梯”“达到退休年龄社保缴费年
限不足一次性补齐”等建议带
到全国人代会上，“段俊”这个
名字渐渐与“百姓心中的好大
姐”划上了等号。

即将赴京参会的段俊表
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深
感“肩头担子不轻”，将谨记组
织嘱托，积极反映群众所需、
所求、所期、所盼，在全国两会
上传递更多昆山好声音，切实
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同
时，把“全国两会声音”带回
来，为昆山发展、广大新昆山
人过上美好生活献一份力、尽
一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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