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调研团到
江苏日托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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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国家发改委能
源研究所主任赵勇强、工信部
装备中心副处长关朋、北京计
科能源副总经理蔺一等莅临江
苏日托考察调研。产业集团党
委副书记、副总裁 （主持经营
层工作）、江苏日托董事长孙
鸿伟，江苏日托副总裁陈晓
忠、李军等陪同接待。
调研团参观了江苏日托展

厅，认真听取了公司发展历程

与核心
#$%

技术，详细了解
了公司的产品脉络、创新研发
及战略布局等方面规划，对江
苏日托高效背接触电池、轻柔
组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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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制化组
件及覆盖全落地场景的专业产
品和服务解决方案深表赞赏。
座谈会上，孙鸿伟对江苏日托
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重点阐
述。目前公司已实现产品全系
列布局，未来将在差异化发展

的道路上不断地扩大优势、
提档升级；在现有电池技术
基础上，公司还将持续推进

%*(+*,

批量生产，同时实
现自研专利

#&+

技术通关，
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大空间。
赵勇强表示，在竞争日趋激
烈的光伏市场中，江苏日托
敏锐洞察市场痛点，精准把
握细分市场，开发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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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展趋势的优秀产品
与服务解决方案，走出创新
发展的特色道路，值得高度
肯定。未来新能源的发展将
进一步联通社会生产的各个
领域。他希望，双方进一步
鼓励创新协同，通过搭建产
学研用的创新平台、制定跨
行业协同标准等措施，助推
光伏行业科技创新、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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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日托 邱清清
"

产业集团领导深入南大环保
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

月
-

日，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方涛一行深入南大环
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为新
一年快速开局统一思想、明确
方向。南大环保总经理吕振华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并
参加专题会。
会上，方涛肯定了南大环

保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情
况及

!.!!

年的工作成果，就
产业集团安全生产的总体目标
和部署进行了宣贯，并结合南
大环保的生产经营特点，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要时刻谨记
“安全是一，其它是零”，坚决
贯彻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守
牢 “底线红线”；二要加强安
全生产政策、法规的学习，重
点关注泰兴子公司、危化品使
用、项目施工现场等高风险场

景及环节，制定行之有效的安
全管理措施；三要分解压实安
全生产管理目标，尤其是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部门
要深入生产一线，扎实开展
隐患排查整治等专项工作，
形成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会
后，方涛重点抽查了食堂、
实验室的设施和管理台账，
并提出了细致的改进措施，
相关部门负责人按要求现场

确定了整改方案，第一时间
进行了落实。
当前正值南大环保转型开

新局的关键时期，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南
大环保将严格按照集团要求，
把安全生产责任放在心上、扛
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中，将体
系建设与日常工作相结合，确
保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顺利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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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环保 张明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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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孚天力荣获
“浙江省科技小巨人企业”称号

!

月
/.

日，以 “品质营销 ‘新’
未来”为主题的

!.!0

年威孚高科营
销大会顺利召开。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晓东参加，公司经营管理层，
各事业部、职能部门负责人及营销条
线相关人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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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出席。
大会发布 《品质营销 ‘新’未

来———
!.!0

年营销工作部署》主题报
告，全面回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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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营销
工作，对各业务板块营销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点评；分析了

!.!0

年行业市场形势，明确了
!.!0

年营销条线工作目标并部署重点工作
任务。随后，部分大客户经理及业务
板块营销代表分别作营销工作专项报
告，以客户分析、重点项目为切入
点，重点汇报了短中期目标和具体行
动计划。大会还对

!.!!

年度公司营
销条线优秀大客户经理和团队进行了
表彰，并向各事业部下达了

!.!0

年

营销挑战目标，现场签署了市场开拓
重大挑战项目任务书。大会在营销出
征誓师授旗仪式中走向高潮，王晓东
向营销突击队、爆破队、亮剑队、攻
关队四支队伍进行授旗并动员，各队
伍高喊口号，拉开了营销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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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大幕。
王晓东在总结讲话中，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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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销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咬目标，紧盯销量目标、盈利目标和
行业目标，同时掌握客户未来发展趋
势；二是建能力，聚焦技术强化、业
务拓展、客户沟通等三方面的锻炼提
升；三是练耐力，特别是在目前困难
的宏观形势下，营销人员要锲而不
舍、跟紧目标，为公司圆满完成全年
度营销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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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孚高科 刘昊佑
"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在官
网上公示了

!.!!

年度浙江省科技小
巨人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名单，威
孚天力喜获 “浙江省科技小巨人企
业”殊荣。
此次评选旨在贯彻落实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
神，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培育一批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科
技企业。威孚天力作为一家专注于
发动机涡轮增压器的研发与生产的
高新技术企业，立足于轻型涡轮增
压器的领先地位，依托强大的自主
进行发动机增压器匹配计算、自主

研发增压器叶轮和涡轮的能力，不
断推出电控可变截面增压器、球轴
承增压器等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
以满足市场的庞大需求。同时，威
孚天力凭借在转子动力学和空气动
力学领域的优势，加快产业布局，
衍生到新能源市场和其它透平机械
领域，加快插电混合动力增压器、
氢能专用增压器、电动增压器、航
空球轴承两级增压器等高精尖产品
和技术的研发，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
快速发展，不断朝着成为全球一流的
汽车进气系统工业专家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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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孚高科 萧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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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科技签订14亿元新能源工程项目
近日，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
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州
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华建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就扬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基地西
区

2(+

总承包项目，与扬州华舜贸易
有限公司签订

2(+

总承包合同，项目
合计金额为

1345-

亿元。
为响应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十一科技在全国各地积极协助
当地政府推进新能源产业基地布局，
项目合同的签订体现了子公司十一科
技在新能源项目工程总包业务领域的
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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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实业 邓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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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油质量监测中心领导调研
粮食质量安全工作

!

月
16

日，省粮油质量监测中
心主任黄熙荣带队赴无锡粮食集团
调研无锡粮食质量安全工作。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总工程师冯玲娜及
相关职能处室人员、无锡粮食集团
领导班子及相关责任人员陪同调
研。
黄熙荣一行认真听取冯玲娜关

于我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
改革、粮食质检安全培训、质量安
全定期巡察等方面工作汇报，并围
绕无锡粮食质检体系运行现状、保
障粮食质量安全经验做法、检验监
测具体实操存在难点及推进粮油产
业发展意见和建议四方面内容，与
市局机关、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展开
座谈。随后，调
研组一行实地察
看无锡市粮食和
物资应急保障服
务中心项目 （以
下简称二期项目）
建设现场、成品
粮低温库及示范
标杆仓。
黄熙荣表示，

无锡粮食质量安

全工作对全市乃至全省的粮食质量
安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各级责任主体在抓业务谋发展、抓
稳定谋改革、抓把关谋质量上实行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措施，对无锡力
争打造省内粮食质量安全 “名片”
和质量检验监测 “标杆”所作努力
予以充分肯定。他强调，粮食质量
安全是保证粮食安全 “国之大者”
的重要基础，无锡粮食质量安全工
作要充分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全面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谋划优化质
量检测工作，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水
平，坚持多措并举，扎牢质量安全
篱笆，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

粮食集团 陈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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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食材奏响“三部曲”守护“开学第一餐”
!

月
-

日开学首日，苏南食材共
计服务

-"7

所学校、
6"83

万师生，配
送食材

!70

个品种、
0"940

吨，检测

!!7

批次
"97

项目，取得准点率、准
确率双百 “开门红”。

一是奏响 “前奏曲”，打好 “备
战牌”。

1

月
!9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
各基地、部门员工准时返岗，及时
召开开学前工作动员会，完成生产车
间、冷链库房、配送车辆等清洁消杀

工作，开展生产
设备、车辆运行
等安全检查；总
部组织菜单会、
比价会、分仓
会，优选

6-

家
品牌供应商，从
源头上保证食材
安全、优质。
二 是 奏 响

“进行曲”，筑牢

“安全网”。
!

月
7

日，公司全体领导
班子分赴各基地，指导、督查基地工
作，全程跟进、协调、监督食材配送
的各个环节。当天夜里

11

点，总部连
线

3

大基地线上召开 “开学前冲刺动
员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强调坚守
和践行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满
意”的工作理念，为实现 “开门红”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是奏响 “幸福曲”，收获 “小温

暖”。 “让师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吃得开心”是公司不懈的追求。在提
供学生餐的基础上，苏南食材额外准
备了精美的蛋糕、甜甜圈等食品，为
全市师生送上美好的新年祝福。

!

苏南食材 李然
"

威孚高科2023年营销大会顺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