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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闻 ZONGHEYAOWE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1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固借字[2013]第460625001A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3]第460625001A号
徐小恋、韦伟 东农商高保字[2013]第460625001A号

东农商借字[2016]第28050606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6]第28050606号
徐小恋、韦伟、张荣 东农商高保字[2016]第28050606号

（东）农商银团高借字[2014]第29270801号 韦伟 东农商银团高抵字[2014]第2927080101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银团高抵字[2014]第2927080102号
徐小恋、韦伟 东农商银团保字[2014]第460801001号

（东）农商银团高借字[2016]第28051228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银团高抵字[2016]第28051228号
徐小恋、韦伟、张荣 东农商银团高保字[2016]第28051228号

2 东台恒久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东）农商借字[2014]第29271205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29271205号
徐小恋、韦伟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29271205号

（东）农商借字[2014]第29271127号 江苏恒铄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29271127号
徐小恋、韦伟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29271127号

3 东台市悦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后港）农商借字（2013）第011101号 东台市悦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3)第011101号
（东时）农商借字（2014）第0203221016号 周顺根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0203221016号

周顺根、孟秀芹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0203221016号
（东时）农商借字（2014）第0203221017号 东台市悦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0203221017号

周顺根、孟秀芹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0203221017号
（东时）农商借字（2014）第0203221018号 东台市悦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0203221018号

周顺根、孟秀芹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0203221018号
4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信借字（2012）第46042400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信高抵字（2012）第460424002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信高保字（2012）第460424001号
（东）农信借字（2012）第460424A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信高抵字（2012）第460424A2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信高保字（2012）第460424A4号
（东）农信借字（2012）第460424C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信高抵字（2012）第460424C2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信高保字（2012）第460424C4号
（东）农信借字（2012）第460424B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信高抵字（2012）第460424B2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信高保字（2012）第460424B4号
（东）农商借字（2016）第280402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商保字（2016）第280402-2号
（东）农商借字（2017）第28051225号 江苏海乐塑胶有限公司 （东）农商保字（2017）第2805122501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商保字（2017）第2805122502号
（东）农商借字（2018）第28050118号 林进兵、吴连涌、吴连东、徐则序 （东）农商保字（2018）第2805011802号

5 江苏春燕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东）农商借字（2016）第28051101号 江苏春燕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6]第2805110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洪星 东农商高保字[2016]第28051101号

（东）农商借字（2013）第46090500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3]460905001号
东农商高抵字[2013]460905002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洪星 东农商高保字[2013]460905001号
（东）农商流借字（2018）第1504001号 江苏春燕集团有限公司、洪星 东农商保字[2018]第1504002-1号

6 东台市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东台）农商借字（2015）第13090113001号 江苏金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保字（2015）第13090113001号
何明、郭锦明 东农商高保字（2015）第13090113001-1号

（东）农商借字（2014）第13201431501号 丁雨华、季华鑑、杨仁伟、 东农商保字（2014）第13201431501号
季圣昌、王桂根

（东台）农商借字（2015）第13090113002号 江苏金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保字（2015）第13090113002号
何明、郭锦明 东农商高保字（2015）第13090113002号

（东）农商流借字（2014）第132014050501号 东台市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132014050501号
（东）农商流借字（2014）第132014051201号 东台市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132014051201号

7 东台市鑫鑫蜂业有限公司 （东）农商借字（2014）第010号 东台市鑫鑫蜂业有限公司 东农商高抵字（2014）第010号
刘昌宏、刘小丽 东农商高保字（2014）第010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联系人：王赓 联系电话：025-52680931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开浩 联系电话：0574-81873326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

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020年10月16日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于2020年8月25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

议》已完全生效。依据该协议，转让方已将对附件清单中列明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受让人。

我们在此要求附件中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立即直接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受让方的联络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苏州高新区邓尉路105号狮山科技馆5楼

联系人：周女士

联系电话：15062340069

转让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序号 贷款行/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含保证人、抵押人、 截至2020年6月30日贷 截至2020年6月

管理行 质押人、债务加入方） 款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30日欠息金额
1 无锡分行 无锡博豪商贸有限公司 江阴中邦仓储有限公司、江阴中邦 0.00 相应欠息

置业有限公司、林小君、林惠军、刘红

2 无锡分行 无锡斯特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中科天成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0.00 相应欠息

王玉、尤毓娣、无锡市隆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江苏怡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史方、尤坚

3 无锡分行 江阴市南德塑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苏南置业有限公司、江阴市 0.00 相应欠息

苏南塑化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江阴

市博汇塑料有限公司、陈金娣、

孔南良、李丽华

4 无锡分行 无锡市钻亿商贸有限公司 无锡锡华储运有限公司、孙景恩、 26,303,299.75 相应欠息

张海峰、无锡市中马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无锡市富原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无锡市林辉物资有限公司、无锡

市亿盛勇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戴敬富、

徐华、孙学华、王萍、林亚辉、丁伟新

5 苏州分行 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 沈卫国、吴业新、苏州工业园区秀 43,404,741.34 相应欠息

公司 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东昌酒

店有限公司、江苏新宝佳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6 苏州分行 苏州市秀姿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东吴工贸有限公司、 7,563,676.47 相应欠息

苏州市信成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卫国、吴业新、刘远会、苏州工业

园区秀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

东昌酒店有限公司、江苏新宝佳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

7 苏州分行 苏州蠡口金富门家具有限公司 高建涛、周力民、龚根宝 0.00 相应欠息

8 苏州分行 苏州乾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高建涛、周力民 54,844,034.85 相应欠息

9 苏州分行 吴江市雁鸣织物有限公司 陆岩明、倪素萍 0.00 相应欠息

10 南通分行 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 扬中龙源港机制造有限公司、王洪 24,167,341.26 相应欠息

元、孟庆路、姚文兰

11 杭州分行 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楼 9,472,144.27 相应欠息

海飞、顾琪丽

12 杭州分行 浙江海讯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美邦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海讯 29,023,252.25 相应欠息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楼海飞、

顾琪丽

13 常州分行 江苏朗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戈旭亚、常州市华润房地产有限公司 40,445,200.71 相应欠息

14 常州分行 江苏春晖乳业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溧阳 14,999,998.65 相应欠息

市春晖乳业有限公司、吴新代、张友春

公 告

田安：本院受理原告侯秀娟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苏1302民初366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准予原告侯秀娟与
被告田安离婚；田子静、田子茉
随被告田安共同生活，原告侯秀
娟自本判决生效后每月承担田
子静抚养费 1000 元，直至独立
生活为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
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尹培永：本院受理原告左志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张海威：本院受理原告丁暴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康海珠：本院受理原告丁暴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庭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宿迁润州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陆秋玲诉你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自公告之日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赵喜：本院受理原告骆加叶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1311民初202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赵喜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骆加叶给
付借款本金 33000 元及相应利
息；驳回原告骆加叶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须知，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鲁江伟：本院受理原告蔡同

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1311民初236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刘培芝：本院受理原告蔡路

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1311民初162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李士云、孙会英、赵珍珍、李

士芹、赵青：本院受理原告徐州
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贾汪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2020）苏0305民初
725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江苏楚天金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相关印章作废声明

2020年9月30日，宿迁市宿
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江苏楚
天金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楚天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厚远
律师事务所担任楚天公司破产
管理人。经管理人多次催促，楚
天公司拒不向管理人移交公司
的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名章等印章。为
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确保破产
清算案件顺利进行，管理人特此
声明：江苏楚天金风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的全部印章自2020
年10月15日起作废。因上述作
废印章产生的一切行为与楚天
公司及本管理人无关，楚天公司
及本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江苏楚天金风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0月15日

2020 年对于不少行业而言，都是不平凡的一
年，其中也包括了基金行业。截至9月底，今年新
成立的基金规模突破2.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随着新基金发行一路高歌猛进，整
个公募行业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也在近期达到18万
亿元，同样创出历史新高。

新发基金规模超2.3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前三季度新成立

的基金数量为1130只，规模约为2.34万亿元，为公
募基金诞生以来的历史新高。

其实在2019年，公募行业新发基金的规模就已
经突破了此前的最高位，进入2020年，这种趋势不
仅得到延续，而且新发规模增长速度更快。

以2.34万亿元的规模，对比去年全年1.42万亿
元的规模，增幅近1万亿元，而今年还有一个季度
的时间，按照目前的发行速度，今年相比去年，增长
幅度或超70%。

分类来看，混合型基金的增长速度尤其迅猛，
截至9月底，混合型基金的新成立规模达到1.19万
亿元，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远高于
2015年的8471亿元。

股票型基金虽然还未达到创历史之最，但是
也突破了 3000 亿元，达到 3090 亿元，在过去 20 多
年的公募发展中，仅次于 2015 年的 3540 亿元，在
今年剩余的 3 个月时间中，很有可能也会实现历
史性突破。

公募管理总规模达18万亿元
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44家中外合资

基金公司、85家内资基金公司、12家取得公募基金
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计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
净值为17.8万亿元。

这个数据突破了今年4月底刚创下的17.78万
亿元的历史新高。Wind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9 月

底，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已经突破18万亿元。
回看公募基金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过往有几

个年份都出现过规模迅猛增长，第一次是2005年至
2007年，Wind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公募行业的管
理规模从4691亿元增长至3.28万亿元，不仅首次突
破了万亿元，而且短短两年时间增长近6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渠道之王”银行
开始涉足公募行业，诞生了首批银行系的基金公
司，这些银行系基金公司，逐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
争优势，不仅在公募领域，而且在养老金等领域，都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逆势前行不断获得认可
从 2016 年底的约 9.2 万亿元，到 2017 年底的

11.6万亿元，再到2018年底的13万亿元，公募行业
的管理规模在逆势中不断前行。

而随着这两年基金赚钱效应的明显回升，公募
行业的规模增长更是势如破竹，连续突破多个万亿

元关口，如今18万亿元的规模，相较2016年底的管
理规模，增长近一倍。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公募基金这两年获投资
者认可，有几方面原因，一是赚钱效应，公募基金这
几年整体业绩不错，“炒股不如买基”越来越得到认
可；二是资管新规的影响，其实也是利好公募，当资
管产品净值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公募基金以其高透
明度、高合规要求，越来越受到关注；三是资产的选
择，以前可能选择非标等产品也能获得比较好的收
益，但随着刚兑打破，投资者的风险可接受程度在
提升，再加上货币基金等收益较低，投资者也开始
愿意去尝试一些权益类基金。

不管从政策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来看，权益类
基金都迎来了很好的发展机遇。近期，在国务院印
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中，提到了要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丰富风险管理工
具。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吸
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黄小聪

新基金规模超2.3万亿元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力 明）记者10月15日从南京市建
邺区获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今年该
区第四届“共享社区节”将主要在线上进行。不同于传
统意义上的社区文化节、社区邻里节等文艺活动，本届

“共享社区节”将更多借助新科技手段，突出“线上”资
源整合和“线下”多元参与，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嘉年
华式的集中服务。为办好“共享社区节”，建邺区将进
一步协调各方力量，集聚服务资源，实现资源定向对
接、服务居民到家，真正让建邺居民得到实惠。

据介绍，第四届“共享社区节”聚焦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建邺现代化新征程、新消费和夜经

济等主题，在与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领域策划设置
了“诗、食、史、市”四大主题系列活动。其中，围绕“诗”
主题，开展“诗中建邺”诵读活动、“建邺之诗”征集活
动，让人品味“锦绣建邺”之美；围绕“食”主题，开展“寻
味建邺”系列活动，寻觅推广有烟火味、有人情味的建
邺美食，广泛开展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社区宣传；围
绕“史”主题，分别开展建邺新老照片征集、“展望未
来建邺”主题征文等活动，共同感受建邺的日新月
异，一同畅想幸福建邺的美好未来；围绕“市”主题，
组织开展“邺市寻踪”活动、“邺市随手拍”抖音作品
征集活动，宣传推介建邺人气市集，并与“韶华工坊”合

作，开展公益团购直播带货活动。同时，本届社区节
还将举行建邺“五微”服务之星的评选表彰，进一步提
升共享社区节、“五微”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成效，密切党
群关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在“共享社区节”每一场活动中，都设置了“你
的微心愿、我帮你实现”互动环节，由爱心企业和党
建联盟认领，实现群众的微心愿，让社区群众感受
到组织和社会的温暖。活动期间，更将围绕展望

“十四五”、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主题，聚焦如何建
设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建邺，广泛征集建邺居民
的“民生金点子”。

南京建邺区“共享社区节”打造居民嘉年华

10月15日，太
仓市双凤镇一家锦
鲤养殖专业合作
社，养殖户正在捕
捞销往长三角地区
的锦鲤。近年来，
该镇走“合作社+农
户”抱团养殖锦鲤
产业发展模式，养
殖面积达26.6万多
平方米，年出售锦
鲤1.5万余尾。

计海新 摄

刘桥镇开展环保安全夜查行动
本报讯 自9月中旬以来，刘桥镇持续开展环保

安全夜查行动。检查组现场查看企业环保设施运
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环保在线监测和企业安
全生产情况，并查阅相关台账。环保安全夜查行动
开展以来，检查组现场检查企业61家，发现问题14
个。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全面梳理，逐一分解
落实整改整治要求。下阶段，刘桥镇将持续推进环
保安全夜查行动，健全夜间监管机制，提高检查频
次，紧盯约束性指标任务，强化源头控制，确保各项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到位，为辖区居民营
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徐媛 郭振军）

泰州提出“幸福河湖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韩虹）为推动河长制“全面见

效”迈上新台阶，日前，泰州在全省率先提出并制定
出台《泰州市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意见》，将通过“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打造“水清、
岸绿、河畅、景美”的河湖水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因
河湖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力争到2035
年，全面建成万水安澜护江城的安全之河、人水两
利同相处的健康之河、近水康养惠民生的宜居之
河、涉水生物可持续的生态之河、碧水环绕赋“乡
愁”的文化之河、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富民之河。

淮安供电做好食博会电力保障工作
本报讯 10月15日，第三届中国（淮安）国际食

品博览会国网淮安供电公司圆满完成开幕式保电
任务，后续保电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为保障此次食博会举办圆满成功，国网淮安供
电公司建立起保电期间工作日报机制，并针对淮安国
际食品博览中心、奥体名都酒店等场所涉及的4座变
电站、10条输配电线路，保电工作组开展不间断巡视
检查。同时，公司还在中心主会场组织人员现场值
守。本次食博会期间，淮安供电公司将投入保电人员
300余人次，保电车辆100余台次。 （王佳慧 陈宁）

智能液晶产品技术发布会
在常熟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韩虹）10 月 15 日，2020 年智
能液晶所产品技术发布会在常熟举行，现场展示
双稳态智能调光玻璃、柔性 OLED 用 PI 浆料、智
能后视镜、光纱、智能温变涂料、热敏计时标签等6
款自主研发的产品技术，为参会者打开了另一扇
了解液晶产业的大门。

此次发布创新产品的智能液晶所是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的第一家自建研究所，现落户江苏
常熟国家高新区。由智能液晶所研发的柔性
OLED用PI浆料产品，突破柔性显示“卡脖子”技
术，有望成功突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封锁，打破现有
市场垄断。

东航江苏公司举办
助农扶贫农产品展销会

本报讯 10月13日至14日，东航江苏公司举
办助农扶贫农产品展销会。脆嫩多汁的水果、纯
正天然的粮油、本味鲜香的小芦鸭……各类质优
价廉的泗阳当地农产品在员工服务中心东广场展
出销售。公司职工纷纷驻足挑选，既是甄选食材
也是以购代捐、奉献爱心。据悉，这是继今年7月
后，该公司举办的第二次助农扶贫农产品展销会。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作为江苏
省“五方挂钩”帮扶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该公司深
入开展消费扶贫工作，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东航力量。 （周 朗）

江苏智慧航运发展成果显著
本报讯（记者 耿文博 通讯员 王 栩）近日，

《江苏省智慧航运发展总体研究及苏南运河苏州
段智慧运河发展研究》成果通过验收。

该研究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中心组织，
交通运输部水科院和华设设计集团联合具体承
担。研究充分调研我省航运发展现状与特点，结
合“智慧航运”发展内涵和外延，完成了江苏省智
慧航运的顶层设计以及苏南运河苏州段智慧运河
建设方案。

如东确保紫菜出口品质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王 帅 周宏斌 记者 陈春裕）

时下正值秋高气爽，如东海边的紫菜养殖基地迎
来一年中最关键的育苗旺季。连日来，如东海关
联合地方政府及县内紫菜协会，深入出口紫菜备
案养殖场开展落实“三化”措施核查，共同为企业
把好“育苗质量关”。

“通过联合地方政府、紫菜协会，如东海关把
辖区内100多家紫菜企业跑了个遍，挨个督促指
导它们规范内部管理，完善质量体系运行，这对紫
菜从‘出生’到出口的全过程质量安全起到了很关
键的作用。”江苏省紫菜协会副会长、如东县紫菜
协会会长蔡守清说，今年以来，如东烤紫菜的颜
色、烤色、口感有了显著提升，而且杂质少、片张平
整，受到客户青睐。今年1-8月，如东地区累计出
口烤紫菜2978.38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