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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13日，主题为“扎染与
现代生活”的“华艺杯”全国纺织非
遗扎染职业技能邀请赛决赛在海安
举行。来自 15家企业及 26家院校
的42名扎染高手发挥创意，紧张创
作，把一件件白色 T恤用拧绞、折
叠、螺旋扎等方式进行捆扎，而后调
出颜料进行染色，形成色彩艳丽、变
化无穷的图案花纹。

扎染，古称扎缬、绞缬，是我国
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扎染
有 100多种组合变化技艺，能使被
染色的织物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
味无穷，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
械印染工艺难以达到的。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学院的选手张静的作品赢
得现场的喝彩，她说，“我这次的灵
感来源是秋天的落叶，整体色调为
金黄色，主要采用了乱花的技法，染
出的花纹像一片片金色的落叶，彰

显秋之静美。”
在随后的走秀上，模特们身着

色彩绚丽而梦幻的扎染 T恤，迈着
轻盈的步伐，走上精心布置的舞
台，自信地展示来自东方的韵味。

“我的作品灵感来自抽象油画大师
赵无极的作品，运用大片的深蓝和
深黄色块和活泼的笔触来展现自
由而广阔的艺术意境。”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的选手刘韪说，“我觉得
扎染艺术可以运用到现代的服饰、
家居饰品，同时根据现代审美进行
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扎染这
门古老的技艺。”

“举办‘华艺杯’全国纺织非遗
扎染职业技能邀请赛，就是为了发
掘更多扎染技艺人才。”江苏华艺集
团企业管理中心总经理葛坤锋介
绍，“本次邀请赛中，对报名参赛者
有‘从事手工印染相关工作 3年以
上’的要求，就是为了挖掘真正热爱
扎染技艺、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发展
的人才。”大赛承办方华艺集团，作
为印染技术集成创新和细分市场的

首倡者与实践家，成功打造了全国
最具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的“华艺扎
染”工艺品牌，先后荣获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中国纺
织科技进步奖，年开票销售近10亿
元。华艺集团 2010年建立“弄影”
女装品牌。“‘弄影’以南通扎染非遗
为特色，将东方艺术人文精神与适
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元素巧妙结合，
满足年轻人热衷于‘国潮’的需求。”
华艺集团董事长邰卫国说，基于对
华艺扎染技艺的创新，弄影以“水”

“雾”“影”“画”“质”为视觉关键词，
对面料进行艺术再造，倡导东方美
学和诗意生活。

一直以来，海安致力于推动纺
织类非遗技艺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
展，“海安扎染技艺”被列入江苏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安成功
打造现代高端纺织产业集群，荣获
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国家色织产品
开发基地、中国茧丝绸生产基地、国
家艺术染整与现代扎染产品开发基
地等一系列金字招牌。现有纺织类

企业1000多家，年产色织布3亿米，生
丝 5600吨，真丝机织面料 3000万米，
锦纶丝30万吨，纺织服装等产品销往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本次
大赛为培养印染专业技能人才，挖掘
纺织类非遗资源，推动非遗时尚化、产
业化注入新活力。”海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谭真表示。

出席大赛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副会长孙淮滨说，中办、国办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是对非遗保
护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意
见》将提振传统工艺提到战略高度，
作为纺织非遗的传统工艺也有了新
的历史使命。他强调，传统工艺振
兴一定要“创新化、产业化”，传统工
艺只有发挥工业优势，活态传承，才
能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纺织行
业应该在保留基本技法的基础上创
新，走进现代生活，为人们追求美好
生活贡献力量。

本报通讯员 徐蓓 田长彬
本报记者 徐爱银

海安大力推动传统工艺创新化产业化

让扎染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本报讯（记者任溢斌）为

推动全区产业转型升级，全力
打造产业创新高地，通州区于
12日举办2021南通-韩国半导
体产业合作对接交流活动。

在对接交流会上，南通市
商务局和通州区分别就南通
市、通州区的投资环境作专题
推介。半导体是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
性产业。近年来，通州区已集
聚深南电路、江海电容器、生益

科技、展华电子等上下游企业近
50家，初步形成集芯片设计、检
测、高端印制线路板、半导体材料
等多个门类的全产业链体系。韩
国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此次半
导体产业合作对接会，对于通州
区乃至全市的产业发展来说，是
一次优化提升和共赢走强的难得
机遇。

活动还首次对外展示了通州
区产业招商地图。中韩企业还现
场进行了一对一洽谈，3家韩方
企业进行了项目路演。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12
日下午，市妇联在中华慈善博
物馆启动成立南通巾帼公益组
织协同发展中心，旨在助力南
通“慈善之城”建设，凝聚社会
多元公益力量，搭建巾帼公益
力量常态化开展交流、展示、合
作与发展的枢纽支持型平台，
激发女性公益人才、女性社会
组织的活力与创新力，共同促
进全市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事
业的蓬勃发展。

南通巾帼公益组织协同发
展中心，是由在南通市范围内
各级各类注册的女性社会组
织、各行各业巾帼志愿服务队
自愿集合而成的巾帼公益发展
共同体。首批共同体内成员单
位共有75家，其中社会组织59
家，巾帼志愿服务队 16支，汇

聚巾帼公益人力资源 3000 余
人。南通市税务局“静海税花”服
务总队为“南通巾帼公益组织协
同发展中心”召集单位。中心以

“汇聚社会力量、助力公益事业、
服务妇儿需求”为发展宗旨，分设
6大专业服务组，即社会服务组、
家庭建设组、女性发展组、妇儿维
权组、儿童关爱组和志愿服务组。

“各巾帼公益组织要突出
‘规范发展、特色发展、合作发
展、公益发展’，提升组织动力、
激发工作活力。”市妇联主席张
洪晖要求，全市各级妇联组织主
动做好巾帼公益组织的跟踪培
养工作，协助巾帼公益项目落
地，使得更多的公益型女性社会
组织团结在妇联周围，熠熠生辉，
共同服务全市的妇女儿童和家庭
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璐）日前，
工信部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江苏
172家企业入选。记者12日从
市工信局获悉，南通有14家企
业名列其中，涉及新材料、通
信、新能源等领域。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
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
颖化四大优势的中小企业。近
年来，我国提出“专精特新”发
展战略，引导中小企业朝着专
精特新方向发展，聚焦主业，苦
练内功，强化创新，为“制造强
国”夯实基础。根据《关于支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2021－2025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00亿元以
上奖补资金，引导地方完善扶
持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分三
批重点支持 1000余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
发展，并通过支持部分国家（或
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强化服务水平，带动 1万
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此次南通入选的 14家企业

分别是：沃太能源南通有限公司、
南通新帝克单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通达矽钢冲压科技有限
公司、三圣石墨设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常测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南通昌荣机电有限公司、中
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中天海洋
系统有限公司、江苏鹰球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兴华胶带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
公司、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嘉好热熔胶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东材新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

近年来，南通聚焦集成电路、
新材料等优势产业链，着力培育
一批链主企业和行业龙头，加强
精准服务与扶持，扎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向中高
端迈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引导
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新颖化发展之路。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 27家企业被评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本报讯（记者刘璐）近日，
工信部发布第六届“创客中国”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500强
名单。记者 13日从市工信局
获悉，江苏共有 15 个项目入
选，我市两个项目名列其中。

第六届“创客中国”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共同举办，目
的在于激发创新潜力，集聚创
业资源，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共同打造为中小企业和创客
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孵化、产
融对接的平台，发掘和培育一
批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推动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助力
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本届大赛共举办区域赛 33
场、专题赛 5场、境外区域赛 1
场。截至 9月底，全国累计报
名参赛并入库项目 3万多个，
同比增长超过19%。

根据《第六届“创客中国”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500强
产生办法（试行）》，在各地相关

部门推荐区域赛获奖项目、专题
赛获奖项目和境外区域赛获奖项
目、部属高校推荐项目的基础上，
经专家评审和现场公证，形成大
赛500强公示名单。江苏共15个
项目入选，其中企业组别入选 7
个，创客组别入选8个。

南通入选的两个项目分别
是：江苏晟驰微电子有限公司的
低压低漏流高效保护芯片项目，
企业组类；共生团队的高周波可
焊接PET光电显示薄膜制备关键
技术研究，创客组类。这两个项
目此前分别获得第六届“创客中
国”暨2021年江苏省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企业组的二等奖、创
客组的三等奖。低压低漏流高效
保护芯片项目解决了关键工序设
备卡脖子问题，产品性能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在高端保护需求领
域迅速占领市场。高周波可焊
接 PET 光电显示薄膜在焊接牢
度、耐压力、光透过率等技术方面
已突破国外技术，预计在2022年
下半年实现量产，2023年底实现
新增2亿元销售收入。

全力打造产业创新高地
南通-韩国半导体产业合作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嘉仪 通讯员
邵亚丽 朱登峰）秋风爽，黑鱼肥。
13日下午，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
播间》栏目“丰收中国”板块，通过央
视主持人演播室与前方记者连线，
以《小黑鱼“游”出完整产业链》为
题，向全国人民展现了如皋黑鱼丰

收盛况（上图 记者 陈嘉仪摄）。
目前，在如皋，黑鱼养殖户共有

200多户，当地政府通过资金、技
术、政策等手段，不断扶持黑鱼产业
发展，黑鱼产品畅销长三角、珠三角
的30多个大中城市。从鱼苗繁育、
基地养殖，到鱼片深加工、线上线下

销售，短短几年时间，小小的黑鱼在如
皋悄悄“游”出了一条 10多亿元的产
业链，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产业。从苗种到餐桌，“十四五”期间，
如皋将进一步完善黑鱼产业链条，扩
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力争实现黑鱼产业经济总量30亿元。

如皋小黑鱼“游”出完整产业链
央视直播丰收盛况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我市实施
挂牌督办，整改一个、销号一个，进
一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记者从市
安委办获悉，今年挂牌督办的第一
批16个隐患中，除一个未到整改时
限外，其余均已整改销号；近期挂牌
督办的第二批重大事故隐患中，两
处隐患已消除。

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这座桥因建设、使用年代较
久，桥面、栏杆均有不同程度的损
坏，存在安全隐患，国庆期间已将旧
桥拆除，隐患得以消除。”位于苏锡
通园区内的兴和桥是今年第二批市
级挂牌督办整改的重大事故隐患之
一，目前新桥建设工作已全面启动，
预计春节之前完成新建工程。

今年以来，全市各地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按照“两个不放松”和“务必
整出成效”的总要求，深入推进安全
生产三年专项整治行动，突出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发现整治
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有力推动了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
在前期挂牌督办 16个重大事故隐
患的基础上，9月中旬，市安委办决
定对各地近期排查发现并经市安委
会专家现场核查确认的 13个重大
事故隐患，进行第二批市级挂牌督
办整改。

“挂牌督办只是一种手段，主要

目的还是通过对重大隐患排查和治
理，真正把不安全的因素消除在萌
芽状态。”市安委办相关负责同志介
绍，此次挂牌督办的13个重大事故
隐患主要涉及“除尘系统老化”“房
屋年久失修，存坍塌风险”“桥体老
旧”“围墙安全距离不足”等，最迟整
改完成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

全面整改，彻底消除隐患

12日下午四点左右，崇川经济
开发区太平社区天山花苑二期内的
心乐幼儿园外，前来接小孩的家长
陆续赶到。“幼儿园墙壁外立面翻新
之后，不仅给小区增加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我们也不用再担心万一
瓷砖脱落砸到小朋友了。”

心乐幼儿园墙壁外立面由于常
年受雨水侵蚀，墙面的瓷砖出现脱
落迹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太平社区将此
事件上报，被南通市列为市级挂牌
督办项目，社区第一时间与崇川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对接，迅速协调建
设、安监、城管等多个部门，并组织
居民代表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平台共同研究制定外墙修整
方案。8月下旬，经市级专家验收
审查，确认隐患整改，具备销号条
件。

“今年市级挂牌督办的29个重
大事故隐患，已有16个整改销号。”
目前各地正按照整改期限，督促有

关整改责任单位，按照重大事故隐患
“五落实”要求，认真抓好整改工作，严
格落实各项风险防控措施，确保整改
过程安全，并按期销号、闭环管理。

动态监管，防止问题反弹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以深
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为抓手，突出除
隐患、防风险、遏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以去年为例，

“一年小灶”期间，先后四批市级挂牌
整改重大事故隐患 193个，挂牌数相
较往年增加了近四倍。“通过排查治
理，进一步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的发生。”

为确保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彻底整
改到位，我市制定出台《南通市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整治监督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二级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挂牌督办流程，建立问题整改

“挂账销号、闭环管理”机制，对照问
题隐患清单，细化制定整改方案，落
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推进。同时，坚
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管控机制，防止
反弹回潮。

此外，对照新《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全员安全责任制、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报告等制度，我市加大监
督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顶
格处罚，推动企业进一步健全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记者 俞慧娟 周朝晖

我市对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逐一销号——

整改“闭环”，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记者黄海）9日，启东
市首次服务企业畅聊会在该市行政
中心召开。启东市委书记李玲与企
业家们面对面沟通交流，详细了解
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听取企
业家的意见和建议，现场协调解决
相关问题。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启
东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现在
起，启东市每季度将由启东市委统
战部、启东市工商联牵头组织，举办
启东市领导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的

“服务企业畅聊会”。
畅聊会氛围热烈，企业家们直

抒胸臆、畅所欲言。冬娟农场、博圣
酒店、南通二建、神通阀门、林洋集
团、东成集团、姚记科技、东岳药业
8家企业负责人，立足企业发展实
际，就政策配套、人才引进、生产要
素、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
议。启东市发改委、住建局、农业农
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社局等
部门分别就相关问题做解答交流。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系统工
程，启东既要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
境，更要在提高服务水平等软实力
建设上不断突破。李玲表示，企业
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启东
上下要集聚优质资源，要从企业发
展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各类政策，
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任溢斌）通州区
金沙街道积极开展政务服务便民化
改革的创新实践，成为南通市首个
开通“跨市通办”政务服务的基层街
道。“运行近半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居
民异地办理事务的成功案例。”9日，
金沙街道为民服务中心主任严芳梅
表示，将加强群众需求的信息采集，
不断拓展“跨市通办”服务范围。

据介绍，5月底，金沙街道为民
服务中心与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
为民服务中心签署了政务服务“跨
市通办”合作协议，首批通办服务清
单包含出具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
明、生育登记等5项公共服务事项。

7月9日，户籍在金沙街道进鲜
港村、在南京尧化工作并常住尧化
的杨女士，到尧化街道为民服务中
心“跨市通办”服务专窗，申请异地
办理生育登记服务证明。金沙街道
与尧化街道第一时间启动“跨市通
办”通道，4天后，杨女士拿到生育
登记服务证明，她开心地说：“不用
回金沙老家，省了时间、省了费用，
省了来回奔波，真便捷！”

严芳梅介绍，上个月，金沙街道
打造“金快办”为民服务品牌，对各
项民生诉求作出“快”速行动，实现

“办”事成效。“不仅仅是跨市的事务
办理，哪怕就是区与区之间、街道与
街道之间的相关事务，只要居民有
需求，我们就会主动帮助联系、沟
通，积极创新合作路径和模式，推动
跨区域‘异地可办’实现新突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启东首次召开
服务企业畅聊会

通州金沙街道开通
“跨市通办”政务服务

有事就近办
居民直夸方便

我市14家企业入选
新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我市两项目跻身
“创客中国”大赛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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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正祥摄

助力慈善之城建设

巾帼公益组织协同发展中心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