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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00

平方米厂房、

5

个生产车间、

25

名

员工，一年创造了

3000

万元产值。位于上饶

经开区的江西鼎华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用

从自然生长的竹子中提取出来的“ 小材料”

创造出一片“ 大市场”。

12

月

21

日，记者走进

鼎华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2015

年，“ 集成”的概念从吊顶、灶台延

伸到了墙面， 集成墙板成了建材市场的新

宠，材质一般分为铝合金、纳米纤维和竹木

纤维。“ 那时候，上饶建材市场还很少看到

竹木纤维集成墙板。 ”眼前个子不高却眼神

锐利的小伙子就是江西鼎华环保新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权。 在浙江朋友的带动

下，他于

2016

年开始涉足竹木纤维集成墙

板领域。“ 竹木纤维集成墙板是从自然生长

的竹子中提取纤维，再与树脂粉、轻质钙粉

以及其他辅料混合， 并添加阻燃特性高分

子复合材料的新型装修饰材。 ”

在刘志权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了切割

生产车间， 只见一张张只有

1

厘米厚的浅

黄色板材被整齐码放， 几台进口热熔胶数

控包覆机正在压膜作业。“ 长度、 款式、花

样，把这些数据输入电脑里，机床就会按要

求自动切割，还可以制作出仿大理石花纹、

木纹、墙布等各种花色，并满足加装灯带、

金属条等个性化需求，用作背景墙装饰。 ”

刘志权介绍，竹木纤维集成墙板中通外直，

具有环保、快装、耐脏耐磨、防火防潮等特

点。“ 传统的石膏吊顶、墙布，由于工种、工

序较多，一般要

3

个月的施工时间，而竹木

纤维集成墙板的施工周期只需

10

天到半

个月左右。 ”

“ 一开始，上饶这边还不太熟悉这种新

型材料。 ”在最开始创业的

1

、

2

个月里，刘

志权带领团队一家家地走访建材市场里的

板材店、全屋定制店，一遍遍地介绍竹木纤

维集成墙板的特点。 如今，这种新型装修饰

材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肯定。“ 像这个车，我

们一天要装三车，一车是

1000

平方米。 ”刘

志权指着一旁正在装车的产品兴奋道。“ 明

年我计划把车间翻新一下， 再打造一个标

准化展厅，展示更多的产品。 ”

用感恩心做人、 用责任心做事是刘志

权的座右铭。 据了解，该公司生产的竹木纤

维集成墙板和

3D

、

5D

背景画等产品热销浙

江、福建等地，年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0%

，

已成为上饶集成墙板行业的领头羊。

小材料

大市场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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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文一 记者蔡文逸报道： 日前，

上饶经开区召开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大排查大

整治” 行动暨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会

议，各乡、办负责人，区直单位、区属公司负责

人参加。

会议要求，要抓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要抓排查，立即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所有分片领导、包干干部要抓紧落实；要

抓整改，针对发现问题边排查边整改，力争全

面达标， 对拒不整改的企业要强化执法力，绝

不手软；要抓机制，各行业部门要建立健全标

本兼治的管理机制，通过有奖举报、环保云在

线监督等方式，形成环保规范制度；要抓履职，

进一步压实责任， 强化部门行业和干部履职，

切实做到领导负责，层层有压力，人人有任务；

要抓督查， 专门成立问题督查落实工作组，加

大督查督办力度，同时要做好指导工作，建立

台账，落实一企一档，实行每周一汇总，每周一

通报。

本报讯 王新玥 记者蔡文逸报道：为全面

推进上饶经开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推动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12

月

17

日下午，区消防大队召开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集中约谈会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部署会。

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认识，增强消防安

全底线思维，按照“ 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工

作要求，把消防安全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

名员工；要加大监督力度，有效提升消防监管

质效，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要营造好宣传氛围，

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积极组织开展消防宣

传培训，组织灭火和疏散演练，做到“ 一懂三

会”，切实提高单位员工消防安全意识。

会上还通报了今年辖区火灾形势情况，分

析了经开区消防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

关爱儿童 冬日送暖

日前，

2020

全球独

角兽企业

500

强在青岛

揭晓， 爱驰汽车与字节

跳动、 滴滴出行、 商汤

科技等各领域巨头同期

上榜。 “是新势力， 更

是以科技创新打造的中

国汽车新实力 。” 谈及

入选优势， 爱驰汽车方

面自信表示。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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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强———

爱驰汽车

凭什么

？

爱驰汽车走上国际舞台的底气和实

力绝非偶然。

在专业化团队建设上， 爱驰汽车自

成立之初便引进了全球汽车领域的专业

工程师， 在设计、 安全、 底盘调校等领

域拥有了全球顶尖的水准。

在研发体系建设上， 形成了上海、

上饶、 江苏、 山西、 德国、 丹麦等全球

多位一体的设计研发体系。 通过用开放

融合的视野打造全球化供应链体系， 为

产品品质提供强大支撑。

2018

年首届进博会上， 爱驰汽车与

西门子宣布战略合作， 引进全球领先的

智能制造全价值链解决方案， 联袂西门

子打造的“ 实体

+

数字” 的双胞胎超级智

慧工厂， 是国内第一家按照工业

4.0

标

准打造的智慧工厂， 也是目前国内数字

化、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汽车制造基地。

2019

年第二届进博会上 ， 爱驰汽

车与丹麦蓝界科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探索清洁能源动力系统 ， 并与高平市

政府签署战略协议 ， 共同建设甲醇制

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制造基地。 目前，

爱驰在甲醇在线制氢技术领域已达到

产业化阶段。

依托于前瞻的战略布局， 爱驰通过

汇聚融合全球优质资源 ， 坚持科技创

新， 打造具有国际品质的产品， 用短短

三年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国际化之

路， 捷足先登以欧盟为代表的全球经济

发达国家市场， 并成为中国出口欧盟智

能电动车规模最大的新创车企。 目前，

爱驰

U5

已经成为被当地媒体最高频提

到的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

什么是独角兽企业

公司估值在

70

亿元人民币

(10

亿美

元

)

以上 ；拥有独创

性或颠覆性技术；拥

有难以复制的商业

模式； 成立时间

10

年左右。

2020

全球独角兽企业

500

强

中国和美国占

比达

81.8%

；中国企

业数量和估值居世

界第一，分别为

217

家 和

9376.90

亿 美

元；入选榜单前五的

企业分别为 ：

Wag鄄

mo

，字节跳动，阿里

云，

Infor

，滴滴出行。

作为造车新势力中第一个， 也是目

前唯一一个中国出口欧盟智能电动车规

模最大的新创车企， 爱驰汽车继欧盟市

场后 ， 凭借前瞻的智爱科技和国际品

质， 通过极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正式进

入极具科技含金量的以色列市场， 并新

辟法属留尼汪大区， 进一步在欧盟地区

展开多种销售方式。 今年以来， 爱驰汽

车已累计出口欧盟及中东的多个发达国

家， 包括挪威、 荷兰、 英国、 比利时、

丹麦在内的其他欧盟国家将陆续开售欧

版爱驰

U5

。

技术进步 、 生态演变 、 价值链重

塑等变革要素早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发展特色 。 爱驰汽车致力于用技

术创新为产品赋能， 爱驰

U5

在欧盟市

场获得了极高的认可和期待 ， 不断强

化和巩固中国智能电动车在欧洲人眼

中的领先地位。 在科技创新方面，

L2+

级别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

APA

智能辅

助泊车功能 ， 智能交互车机系统等智

能科技 ， 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 国

内首创的 “ 三明治 ” 结构电池包 、 高

性能三合一电机 、 智能交互车机系统

和兼顾轻量化和维修经济性的 “ 上钢

下铝 ” 结构车身 ， 已经可以比肩欧洲

豪华品牌的主力电动车型 。 整车性能

表现突出，

WLTP

工况下欧版

U5

能实

现超过

400km

的续航里程 ， 解决用户

的里程焦虑。

爱驰汽车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

去” 两手抓， 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和国际

市场。 同时， 以全新的理念， 借助全球

智能科技以及前瞻的新能源技术， 打造

具有全球品质的智能电动车， 并在产品

营销、 用户运营等方面不断创新。

汇聚全球资源

A

有势力

技术创新赋能

B

有实力

本报讯 王进泉 记者蔡文逸报道：为进一

步做好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

12

月

17

日， 上饶经开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在兴园街道、董团乡、傍罗办事处开展

了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帮扶助学活动。

当天，区关工委为

270

名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送去了包括书包、水杯、笔盒、笔、练习本

等在内的价值

3

万元的爱心助学物品。 据了

解，此次活动是区关工委开展的对全区部分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实施帮扶助学活动的一部

分，旨在更好地持续开展“ 大手握小手，听党

话，跟党走”活动，进一步加大帮学、帮困力度，

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就学就读

的实际困难。

工人在进行墙板包覆工序

刘志权展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