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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科斯叉车牵手国际巨头
与美国海斯特-耶鲁集团开展股权合作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李宇雯）昨日
上午，浙江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与美国
海斯特-耶鲁集团举行股权合作签约仪
式。区领导吴玉凤、张霖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出席。
浙江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5 年，通过 10 多年的发展，美科斯已
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物流搬运设备制造商，叉车年设计
生 产 能 力 达 到 3 万 台 ，有 近 600 名 员
工。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
系列，特别是在特种叉车等细分市场领
域，美科斯已成为主要供应商，竞争力

也不断提升。
美国海斯特-耶鲁集团（HYSTERYALE）是全球最大的叉车制造商之一，
创建于 1929 年，总部设在美国克里佛
兰，同时拥有海斯特（HYSTER&reg）、
耶鲁（YALE&reg）、优特力(UTILEV)等
叉车品牌，在其发源地美国的市场占有
率达到 25%。目前在全球拥有 14 个生
产基地，全球雇员超过 6000 人，叉车保
有量超过 80 万台。
此次股权合作，海斯特-耶鲁集团
将持有浙江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 75%股
权。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与海斯特-

耶鲁集团的合作，将为美科斯带来先进
的 DFT 生产管理系统和美国工厂六西
格玛质量管理系统，有效提高工厂生产
效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确
保美科斯产品技术领先，
质量占优。
合作还将充分打开双方企业的战
略市场。根据前期五轮谈判的结果，海
斯特-耶鲁集团会将部分产品转移至美
科斯工厂生产，将美科斯作为海斯特耶
鲁在中国的运营中心，扩大本土化零部
件采购。同时，双方企业可借助对方现
有的销售网络，进一步打开市场，销售
各自的产品。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表示，美
科斯和海斯特-耶鲁集团的股权合作，
是 双 方 企 业 成 长 过 程 中“ 共 赢 ”的 方
案。项目签约后，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
门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主动上门、对
接跟踪，切实解决企业项目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为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
见效提供保障。同时，希望美科斯以股
权合作为契机，引进国际先进生产工艺
和管理系统，按照传统叉车做优、特种
叉车做强的要求，实现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发展，从而实现借船出海、借梯
登高，
推进富阳装备制造业提档升级。

工行富阳支行与安信证券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下午，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
富阳支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区领导吴玉凤、杨俊，安信证券执行总
经理兼安信证券雄安分公司总经理马
民参加签约仪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下辖 5 家分公司，在 25 个省级
行政区设有 122 家证券营业部，并全资
控股安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安信

期货有限公司、安信乾宏投资有限公
司，参股安信基金管理公司，构建起综
合金融理财服务平台。此次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双方在资金融通、
资产管理等业务方面建立了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
下一步，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综合
优势，推动双方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
内的广泛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增强双方的纵深服务能力，提升整

体服务水平，
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区 委 副 书 记 、区 长 吴 玉 凤 代 表 区
委区政府向安信证券及中国工商银行
对富阳发展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并
简要介绍了富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情况。她说，今后五年是富阳全面融
杭、产业转型、基础建设、城乡治理、深
化改革的关键期，是富阳转型发展的
“黄金五年”。金融业的发展与富阳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富阳实体经济的

发展休戚相关。希望安信证券与中国
工商银行富阳支行强强联合后，深入合
作，共同扶持推进富阳本土企业发展，
加大对富阳潜力企业上市的培育力度，
并通过合作为富阳带来更多更好的优
质项目，全面助推富阳经济社会发展。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服务、协
调和对接工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
进富阳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
展，
努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李寅超：

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通讯员 江栗峰 记者 王杰

在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工作中，李寅超在指挥部“综合组”和“政策

转型路上 节能减排增效益
编者按 近年来，富阳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努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但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消费结构持续
升级，富阳节能减排形势仍相当严峻。为牢
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
念，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应对当
前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
今日起，区经信局和富阳日报联合推出
《转型路上·节能减排增效益》系列报道，
以在
全社会营造节能减排的浓厚氛围，从而促进
富阳节能减排工作稳步持续开展。

中策清泉践行节能减排
预计全年能耗同比下降 12.43%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李安荣）杭
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是中策橡胶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始建于 1992 年，是一
家集混炼胶加工、炭黑制造和尾气发电为一
体的资源综合利用型企业。近年来通过迁
建、全盘升级，
中策清泉不但在产能方面有较
大提升，
在环保方面也有显著改善，
环境治理
脱胎换骨。而且，
作为富阳重点用能企业，
中
策清泉更是以管理节能、技术节能等多种形
式，
扎实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双赢目标。据初步统计，预计全
年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12.43%。
在管理节能方面，按照中策橡胶集团的
总体部署，
集团与中策清泉签订《节能降耗目
标责任书》，将具体目标任务落实到企业相关
责任人，
并要求中策清泉增强节能意识，
加大
节能投入，
减少单位产出的能耗量，
增强企业
的竞争力。
而在日常工作中，中策清泉还不断提高
全体干部职工的认识，
加强节能减排意识，
鼓
励从自身做起大力推动公共机构节能减排。
在办公中，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升气、节约一
度电、节约一滴油、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分钱
……节约日常工作区域的用水、用电、纸张，
从制度上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保护资源环境。
在技术节能方面，中策清泉累计投入数
千万元用于炼胶厂房 LED 灯节能改造、炭黑
尾气综合循环发电、汽轮机改造增加减温装
置、无动力风机冷却降温、炭黑气力输送一体
化、淘汰高能耗电机、生产线热风管改造、备
用烘炉技改等节能设备改造和提升。
如此大手笔，换来的节能效果也显而易
见。预计 2017 年全年综合能耗 25659.41 吨
标煤，
同比下降 12.43%。

组”
工作，主要负责整理汇总和政策制定、
宣传、
咨询、
答疑等。
2017 年，是他在新登镇工作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他既迎来了
工作中的挑战——全程参与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也迎来了人生阶段

市场监管局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的转变——成为一名新晋奶爸。
他说，这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年，这一年，他在镇党政领导身后，在
同事们身旁，在家人支持中，
“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

凌晨 4 点的新登，如此美好
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工作是新登
历史上规模最大、体量最大、情况最为
复杂的一次房屋搬迁工作，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指挥部成
立后，到 10 月 15 日房屋腾空为止，在

这 5 个月里，随着工作逐步推进，一周 7
天不间断工作，每天加班至晚上十一
二点成了指挥部每一名工作人员的
“标配”。在政策制定、签约谈判等的
重要时间节点，彻夜不眠夜更是每个

人的
“加餐”
。
几个喜欢篮球的同事经常和李寅
超开玩笑说：
“ 你昨天见到凌晨 4 点的
新登了吗？”其实，凌晨的新登格外动
人，每天凌晨 1 点开始集中择菜的小

贩 ，凌 晨 2 点 还 在 飘 着 热 气 的“ 麻 辣
烫”，搬迁区块里零星传来的犬吠声，
混杂着夜晚昏黄的灯光，充满了烟火
气，
充满了古镇独有的味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竹箐 记者 徐丽亚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2 月 4 日
上午，
区市场监管局举行了
“听党话，
颂党恩，
跟党走”主题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以学习贯彻为主题，结合自身
岗位特点和身边的先进事迹，从不同角度阐
述了自己对演讲主题的理解，折射出市场监
管人忠实履责、爱岗敬业、执法为民的精神风
貌和优良素质。比赛激励了全局干部职工热
情，增强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奉献意识，
以更扎实的作风做好市场监管工作。

农林局团委开展社区志愿服务
最愧疚的是半夜看到满脸倦容的妻子
2017 年 3 月，李寅超开心地得知，
他的孩子将于 10 月底出生，来不及陪
妻子度过最初的“孕吐期”，他便全身

心投入了新登镇城镇有机更新工作。
随着城镇有机更新工作的深入，妻子
的肚子日渐增大，虽然每天想方设法

将工作效率提高，但每天归家的时间
还是越来越晚。妻子总是说：
“你早上
6 点多就起来去上班了，晚上再不等你

回来，就真的每天都见不到你了”。李
寅超说，每次晚归时，看到仍在等他的
妻子满脸倦容，
内心总是难以平复。

“犹记得党政领导戴着草帽在古
城河边挨家挨户走访；犹记得在集中
签约前期，同事徐玉芝在请假半天回
去安顿好住院的儿子，又匆匆赶回指

挥部继续工作；犹记得在集中签约现
场，镇领导开心地抱起了已经一个多
星期未见的女儿……”李寅超说，5 个
多月的奋战，
让他成长了很多。

最感激搬迁户那一句理解和支持
作为承担着政策宣传、咨询、答疑
职能的宣传组的一员，李寅超需要经
常直面群众诉求解答疑难。9 月 24 日
下午，李寅超正在安抚劝解两户来访

广告
服务

家庭，一位早已熟识的搬迁户进门坐
到了他身旁说：
“ 小伙子，不要管别人
怎么讲的，你们的工作是辛苦的，我是
支持的，好人会有好报的。”

上门 63327854 部门 63345158 房产 63102688 金融 63125522 汽车 61730288
家装 63102688 乡镇 63363100 企业 63120066 教育 61769663 商业 63313899

关于
我们

本报讯（通讯员 邵卓琦 记者 张柳静）为
迎接区团代会召开，区农林局团委日前走进
秋月社区，
与社区联合开展志愿实践活动。
12 月 4 日上午，20 多位农林局团员青年
分成两队，
一队在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
带着
大米和食用油上门慰问社区困难家庭，帮他
们整理房间，
打扫卫生，
另一队在社区各楼道
清理垃圾，
清洁扶手，
助力社区环境提升。
在区团代会召开之际，区农林局团委以
实际行动助力党政中心工作。下一步，还将
组织团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关
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有效夯实
团员理论基础，
促进青年团员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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