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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型”江阴企业家
获李毅中点赞

企业新景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接轨世界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主
要从事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作为新潮集团的核心企
业，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著名的半导体封
装测试企业，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集成电路
封装技术创新战略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并承担起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封装国家 02 专项等多个国家级创新项
目。多年来，长电科技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完善激励机
制，激发创新热情，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
始终紧跟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集成电路封装 WLCSP、TSV、SiP 三大主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并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发明的 FBP 获得了工信部发明
专利金奖，
在超小型器件上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
2014 年，长电科技联手中芯国际协同打造国内首
条完整的 12 英寸先进集成电路制造本土产业链；2015
年 8 月，长电科技完成对新加坡星科金朋公司的要约收
购。通过此次并购，公司拥有了位于中国、新加坡、韩
国、美国的 7 处生产基地和 6 个研发中心，研发创新能
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16 年，企业完成产品销售收
入 89.5 亿元，增长 14.1%，实现利润 5.1 亿元，完成工业
产值 89.7 亿元，
增长 13.7%。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应邀赴江阴参加第十四届
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江阴峰会）
暨 2017 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
研讨活动的全国政协常委、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7 月 7
日在《中国企业报》集团总裁、
社长吴昀国，无锡市委常委、江
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等领导的陪
同下，先后对江苏新潮科技集
团、江阴天江药业公司、江阴兴
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等企业开
展实地调研。虽然这三家企业
的“一把手”都没有在现场，但
李毅中对这些企业所取得的成
绩由衷赞叹，同时对各企业老
板“缺席接待，勤于市场”的务
实作风大为赞赏。
“江阴的老板们都很忙，我
们平常想见他们，都要提前预约。”陪
同调研的陈金虎向李毅中解释道，江
阴企业家的务实作风体现在方方面
面，在这些老板的意识中，
“市场”重于
“市长”。
对此，李毅中表示，一个地方搞得
好，肯定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深层次的
原因，江阴经济发展得好，与江阴企业
家“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小利”的务实
做派密不可分。
在新潮科技集团，李毅中了解到，
这家公司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
以自主
创新为基础，创业 16 年，建成为世界著
名半导体封测科技企业集团，
成为国内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行业龙头
李毅中（右二）等实地调研江阴企业
首家半导体封测行业上市公司。李毅
中勉励新潮集团，
作为中国电子百强企
业，
科技创新为新潮公司打下了一片江
山，但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同类产
品竞争机会稍纵即逝。他希望新潮公
司加大与国内外同行合作，
继续保持优
势，在稳住“国内第一、世界第四”的同
时，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考察天江药业公司时，
调研团一行
被告知，
该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符合GMP
标准的、
规模最大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
厂家，
也是唯一一家专营配方颗粒的企
业。为此，李毅中希望天江药业，更多
利用色谱分析等现代技术，
使用国产设

备，
促进中药产业的现代化、
全球化。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钢铁企业来说，大都在忙着
“去产能”
。然而，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
限公司却是另一番景象。李毅中一行
来到兴澄特钢，
当听到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兴澄特钢平均利润率高达近 10%，
每生产 1 吨钢可实现 1000 多元的利润
时，大为赞叹。因为产品优势，兴澄特
钢拿下了航天工业、军工轴承、海轮锚
链等优质客户，
这给彷徨中的企业吃了
“定心丸”。李毅中说，技术含量高、产
品性能优、市场认可度好的钢铁企业，
不但不限产，
反而要扩能。

参会代表走进江阴企业
“取经问道”

本报记者 朱晨辉

作为“走进江阴、合作共赢，打造
新兴产业高地”——第十四届中国企
业发展论坛（江阴峰会）暨 2017 央企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讨活动的第五个活
动板块，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
几十位企业家，在主办方的安排下走
访了江阴富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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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参 访
企业家通
过对江阴
知名企业
的零距离
观 察 ，相
互接触，
取 长 补
短。
参观
的第一站
是法尔胜
泓 昇 集
团。与以
参访企业寻找合作
往不同之
处在于，
大家此次参观不是在车间、不是在实
验室，而是在厂史馆。法尔胜泓昇集
团以从事金属制品为主，产业涉及光
通 信 、精 工 装 备 、金 融 服 务 、资 产 管
理、物流贸易等，是苏南地区首批国
家级创新型企业，近年来获得不少殊
荣，长期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民
营企业 500 强。
“ 法尔胜”牌输送带用
钢丝绳产品曾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

（13—20 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江金骐摄）

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出口免验”证书，
企业也曾被认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去年还荣获了“中国工业大
奖”，被工信部列为首批制造业单项
冠军示范企业。
第二站走访的是占地 4000 亩、有
三个厂区、自建两座 10 万吨级远洋码
头的兴澄特钢。隶属中信特钢集团
的兴澄特钢，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会长
单位，中国首家 4A 级国家标准化良
好行为企业，江苏省十佳节能减排示
范企业。
当参访团来到远景能源公司时，
参观者被解说员的一句话逗笑了。解
说员自豪地说，
“我的东家是最棒的！”
并告诉参观者，公司是目前在中国排
名第二、世界排名第八的风机供应商，
是中国最大的海上风机供应商，其人
均产值超过了百度和谷歌，核心研发
团队几乎都来自思科、波音、福特、摩
根士丹利等国际知名公司。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隶属中信泰富特钢集
团，是中国中信集团下属的高度专业化的特钢生产企
业，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节能先
进集体，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中国特钢行业龙
头企业，国家四大特钢产业基地之一。2014 年荣获“全
国质量奖”。
公司现有三个厂区，
其中地处江阴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滨江厂区占地 4000 亩，
北临长江，
自建 15 万
吨级远洋码头两座，
拥有公路、
运河、
长江和远洋海运等
发达的交通物流优势。公司具备年产铁 500 万吨、炼钢
690 万吨、
轧材 660 万吨的生产能力，
拥有世界领先的棒
材、线材、板卷材生产线 10 条，是全球产品规格最全、单
体规模最大的特殊钢棒、线、板卷材生产企业。中信特
钢研究院兴澄分院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国家级认可实
验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先后承担
“十五”
“
、十一五”
、
“十二五”、
“863 计划”、
“火炬计划”、
“国家强基工程”等
多项冶金项目的课题攻关，
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多项国
家和行业技术标准。2016 年，企业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385.6 亿元，增长 3.38%，实现利润 17.5 亿元，增长 6.4%，
完成工业产值 350 亿元，
增长 3.06%。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中华之最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2 年，总部坐落
于江苏省江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首批“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
产企业”，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中药饮片改革
试点单位”，首个通过国家 GMP 认证的重要配方颗粒
生产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列为“中华之最”。
天江药业先后承担原国家经贸委
“双加工程”
“
、中药
材扶持资金”
，
国家发改委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
科
技部
“星火计划”
“
、火炬计划”
“
、创新基金”
，
国家
“十五”
重大科技专项、
国家
“十一五”
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研基金重点课题等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 17
项。公司拥有
“博士后工作站”
“
、江苏省重要配方颗粒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
是中国
“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协会会长
单位”
“
、全国中药协会饮片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
。
天江药业是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厂
家，也是唯一一家专营配方颗粒的企业。2016 年，企业
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17.3 亿元，增长 11.5%，实现利润 4.6
亿元，
增长27.8%，
完成工业产值18亿元，
增长14.5%。
（以上文字由本报记者许腾飞、
李丽萍、
周梦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