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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中国去年底发布的《中
国大陆最佳地级城市 30 强》榜单
中，镇江位列第 10 位；“创新力最
强的 30 个城市”榜单中，镇江位列
第 18 位。去年镇江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40883 元，首次突破 4
万元大关，增长 8.5%，其中，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687 元，
增长 8.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
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要聚焦

‘产业强市’不拘一格集聚创新人
才。”镇江市委书记惠建林强调。
去年镇江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2.54%，每万名劳动力中
研发人员数达 162 人，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 63%，科技创新主要指标继
续保持全省前 5 位；全市高层次双
创人才占比居全省第一；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比 49.5%，连续多年保持
全省前列。今年一季度全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676.22 亿元，
占全部规模工业比重 46.5%，同比提
高 0.2 个百分点。

3年拿出1.8亿，
激活创新创业因子

3 月 22 日，上交所公布首批 9 家
科创板受理企业名单，天奈（镇江）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列。天奈科技是全
球最早成功将碳纳米管通过浆料形式
导入锂电池的企业之一，主营碳纳米
管、石墨烯以及碳纳米复合材料产品，
目前已成长为年销售 3.28 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企业发展迅速，离不开
以海外院士为首的人才团队。”天奈

（镇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涛
说。公司成立 6 年，引进省“双创团
队”1 个、“双创计划”人才 4 人、“金山

英才”顶尖人才1人。
以天奈科技为代表的新材料产

业，是镇江主导产业之一，去年新材料
产业销售在新兴产业销售中占比达
37.5%，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产业快
速发展背后，是行业人才的高度集聚，
每年镇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中 30%
是新材料行业人才。

在镇江，人才已成为引领产业发
展的先导力量。2016年起，该市重磅
推出“金山英才”计划，3 年吸引约
2400人有效申报和来镇创新创业，其
中包括 5 名院士、54 名国家级人才。
镇江市级财政拿出 1.8 亿元支持人才
创新创业。

好政策，关键在落实。近年来，
镇江市委市政府以“十三五”人才发
展规划为指引，倾力打造“1+5+X”人
才政策体系，“1”即“金山英才”计划，

“5”即顶尖计划、制造业、服务业、农
业、高技能等 5 个子计划，“X”即校地
合作引才办法、社会化奖补办法、乡
土人才计划等若干个配套政策，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全面落实不打折，
始终保持人才政策连续稳定，一以贯
之、久久为功。

营造好生态，
让“近者悦、远者来”

“政府帮我们申请 5 套人才公寓，
让我们进园区食堂就餐，解决人才的吃
住问题。”江苏工大金凯高端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凯说。这几年镇江
市政府陆续为人才提供子女入学、医疗
健康、交通出行、家属就业等服务，帮助
企业解决人才落地的一系列难题。

江苏工大金凯高端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是镇江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缩
影。目前，镇江拥有高端装备制造业
规上企业 183 家，去年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685.66亿元，同比增长8.1%。建
成 6 个省级高端装备特色示范基地，
数量居全省前列；拥有全国“唯一”“第
一”的高端装备产品147个，累计拥有
省首台套重大装备70个；国家智能制
造工程项目3个，居全省第4位。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镇江秉持一
个重要理念：对待企业要做到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为避免对企业多次打
扰，镇江开展项目“回头看”、进企送服
务、为企解难题“三合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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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双创人才占比全省第一

镇江广聚英才赋能“产业强市” 近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实施意见》，指出要
把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作为人才工作的重点任务来
抓，切实提高技术工人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加大优
秀技术工人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
的社会氛围。

过去，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曾唱得人心潮澎
湃，其坚实有力、豪迈热烈的旋律，让人斗志昂扬、信
心倍增。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工人”一词不再走红，
一些有一技之长的高职毕业生也不愿当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不受待见，固然与“学而优则仕”的封
建传统“官”念有关，但更多是因为，技术工人的社
会地位还不高，经济待遇方面与其它很多职业还有
较大差距。在一些企业，工资、奖金发放仍向行政
岗位人员倾斜，技工技师得到的发展机会依然偏
少。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7 年全部规模以上
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年平均工资 131929 元，专
业技术人员为 83148 元，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只
有 50703 元。

拥有一支过硬的技师技工队伍，秉承重视每
个生产技术细节的“工匠精神”，成就了“德国制
造”“日本制造”。江苏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既需要掌握核心技术的科研人员，也需要一大批
掌握现代生产制造技术的技工技师人才队伍，没
有这支掌握精湛技能和高超技艺的高技能人才队
伍，再先进的科技和机器设备也很难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精神，把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作为人才工作
的重点任务来抓。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培养高素质
的技工技师人才，把加强职业教育放到重要位置，
培养出大批专业对路、产业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工
人，满足社会对多层次技术工人的需要；另一方面，
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加大向高技能人
才倾斜力度。要大力宣传技工技师爱岗敬业、创新
创优的事迹，营造出全社会尊重劳动、崇尚技能、争
当高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唱响新时代“咱们工人
有力量”。

唱响新时代

﹃
咱们工人有力量

﹄

孟亚生

“No，No，你们没国标，就必须
按照我国的标准来！”

10 多年前，正是在这间办公
室，外国船舶专家甩下的这句话，至
今仍在丁郁华耳边回荡。

4月4日，东台市经济开发区，江
苏华阳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丁郁华坐在记者对面，回忆起当年那
一幕，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多年潜心
钻研，生产的船舶配件却因“无国标”
一直被“卡着脖”，难出国门。

“没标准，那我就来起草标准！”

61 岁的丁郁华站起身，拳头把桌子擂
得咚咚响，“三个国标，我是憋着这口
气起草的。”

一股钻劲，
让他19岁就成了劳模

“1977 年，盐城召开劳模表彰会，
门口保安拦下我，因为我太小。”同去
的东台市领导解释，他是劳模，我们是
陪他来的。19 岁那年，丁郁华成为盐
城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劳模。

一个初中文化的“毛孩子”，咋就
成了劳模？

“当年，为留足挑河工的劳力，土
政策规定，一家只让一人读高中，家里
把这个名额给了哥哥。”丁郁华初中毕
业一年后，赶上东台时堰公社开办“机
电班”，由上海下放的两位教授执教，

这个“三不像”的班，开启了丁郁华的
奋斗人生。

“学机电，特有劲！”丁郁华如饥似
渴地学，很快就能开拖拉机、装配电
盘，加之当过木匠、瓦匠、铜匠、铁匠，
18 岁时，他作为优等生，被推荐到乡
办玻璃厂。

厂长伍渭源很喜欢这个“爱钻书
堆”的孩子，经常来帮他整理书籍资
料。有了知识的武装，丁郁华的新点
子也特别多。

将废旧柴油机改成空压机，让加
工玻璃仪器的工人解放了脚；将电动
机改为发电机，使农村办事有了应急
电；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运行，让日益
兴起的个体工业“轮子”转起来⋯⋯

排灌站水泵控制器坏了，找小丁；
砖瓦厂电机烧了，找小丁；▶下转3版

江苏制造工匠、华阳重工总工程师丁郁华 ——

“憋着一口气，我起草了三项国标”

本报讯 （记者 李 刚） 邳州
市6日组织“百名教授家乡行、千名
学子看邳州”活动，与会者们有一
个共同的身份——“新老邳州人”，
他们共同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

据悉，近期邳州市出台以顶
尖人才支持计划、杰出人才倍增
计划、名校优生集聚计划为主体
的“人才新政23条”，使高层次人
才在当地创新创业的通道更加顺
畅。当天，一系列人才新政奖补
政策现场兑现。去年，中科院微
电子学院与当地联合开办集成电
路研修班，首期40名研修班学员
顺利毕业，在邳州可享受硕士研
究生待遇；自主创业的季海铭、白

俊春、车东晨 3 位高层次人才，享受
购房金额的 50%、最高 200 万元购
房补贴；钱永学团队的“5G 毫米波
天线及模组产业化”项目获 300 万
元资助。

邳州目前已累计引进“千人计
划”专家 38 人，本土培育“千人计
划”专家 2 人、“万人计划”专家 3
人，建成创新创业中心、大学生创业
园等双创平台；组建邳州产业研究
院、苏北首家诺奖得主工作室，成立
中国光刻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双
创人才产业基地等，为产业发展提
供全程服务。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 2 家、工程中心 1 家、高新技术
企业41家、火炬基地2家。

邳州23条新政招引人才
百名教授回家乡“把脉”高新产业

本报讯 （郭新海 朱先明）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街道
昌圩社区有效整合党建资源，强
化党建“相融、互动、共进”，从

“建、管、用”三个环节入手，携手
社区、企事业单位共筑党建新高
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党建
创新之路。

猴嘴街道与共建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成立“党建共建理事会”、
创建“党工共建”联席会议制度和
驻地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兼职社区
党组织委员制度，把辖区内 200
多家企业、10 余家事业单位和科
创机构等优势资源整合到一起，
形成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
的新格局，从而激发活力，使党建
工作由“虚”向“实”转变。

猴嘴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成贤介
绍，目前全街道已有3000余名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认岗领责。开展
结对帮扶、走访慰问、文明创建、志
愿服务、敬老助残、关爱青少年等党
建活动；做好“加减法”，将服务型党
建延伸到“神经末梢”；以“融合工作
法”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开展优势互
补、互帮互助，助民增收致富等。

同时，猴嘴街道大力推广“互联
网+党建”“智慧党建”。在连云港市
率先建设“智慧猴嘴”项目，统筹开发
网格大数据“E”平台系统，推动社区
服务元素拓展延伸，提升服务效能。
此外，还建立智慧猴嘴“1+N”党建引
领平台，开发党建云手机APP，完善
智慧政务、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
公益和智慧电商等五大功能。

连云港开发区“建、管、用”三管齐下

将党建延伸到“神经末梢”

孩子生日宴
竟要花十万

▶ 3 版

竞选美总统
她们有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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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问题
其实是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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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麋鹿在盐城市大丰黄海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内觅食、嬉戏，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每年3月到5月是麋鹿繁殖期，保护区内麋鹿种群在这一时期会
集中在湿地滩涂活动。 汤德宏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大丰湿地麋鹿欢大丰湿地麋鹿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