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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上榜 2018 年度
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区）和全国
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区）
本报 讯 10 月 8 日，《2018 年
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
成果》正式发布，江西共有 6 个县
（市、区）入选各类榜单，其中广丰
区荣登 2018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区）榜和 2018 年度全
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区）榜。
《2018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
发展指数研究成果》 由中国中小
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 中小
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城国研
智库联合发布，包括 2018 年度全
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2018 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
百强区、2018 年度全国中小城市
绿色发展百强县市、2018 年度全
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百强区、2018
年度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
县市、2018 年度全国中小城市投
资潜力百强区等 6 个榜单。
据了解， 中小城市科学发展
指数研究体系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 共享” 新发展理念为指
导， 率先提出中小城市综合实力
指数、绿色发展指数、投资潜力指
数、科技创新指数、新型城镇化质
量指数的概念和理论， 引导中小
城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
观， 通过研究树立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百强区、千强镇等发展典
型， 引领中小城市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发挥
更积极的作用。

今年我市新增
私营企业 15923 户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10 月 11
日，记者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了解到，今年 1 至 9 月，全市新增私
营企业 15923 户， 同比增长 21.3%；
新增个体工商户 32845 户，同比增长
19.4%； 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1596
户，同比增长 0.25%。 全市实有私营
企业 74882 户，同 2015 年底相比增
加 30055 户，增长 67%；实有个体工
商户 214006 户，同 2015 年底相比增
加 15568 户，增长 7.8%；实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 12754 户，同 2015 年底相
比增加 5523 户，增长 76.3%。 全市非
公市场主体超 30.16 万户，注册资金
逾 4330 亿元， 成为我市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致力于
“
放”，努力推进市场准入
的便利化， 持续推进“
证照合一”改
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全面提
升登记服务效能。 该局 2017 年 7 月
开始承接省局下放冠“江西”行政区
划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权限，目前通过
市级核准
“
冠省名”企业 226 个。 将企
业领取营业执照的承诺时间由原 5
个工作日压缩至 3 个工作日，开办时
间缩短 40%。 今年 3 月起，全面推行
全程电子化，实现了
“
网上申请、网上
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公示、网上自动
存档”的
“
一次不跑”登记模式，目前，
通过网上注册登记企业 797 户，占新

设立企业数的 45%。
同时，致力于“管”，努力推进企
业监管的信息化；致力于“服”，努力
推进帮扶企业的精准化。 该局以
“
质
量强市”战略为平台，深入开展
“
质量
提升行动年”活动，制订适应上饶工
业发展的 《质量提升工作方案》，把
“
两光一车”、建材水泥作为重点行业，
把上饶经开区、上饶县茶亭工业园区
作为重点产业集聚区，把光伏、光学镜
片、汽车等 13 个产品作为重点产品，
把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等 56 家企业作
为重点企业，做好新版质量管理体系
的换版，为企业申请产品许可、体系认
证、制订标准等提供精准帮扶。

25 家企业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被注销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10 月 11
日， 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 截至
目前， 我市共有 1221 家药品零售企
业，497 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今年全
市共派出药品飞行检查 39 组共 117
人、器械飞行检查 7 组共 21 人，分别
对全市药品零售企业 127 家和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 38 家开展了专项飞行
检查， 飞行检查面分别达到 10.4%和
7.6%。撤销《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证
书》3 家，收回《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证书》14 家， 责令限期整改药品零
售企业 110 家；拟吊销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 3 家，注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 25 家，责令限期整改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 20 家；合计移送行政处罚立

案 17 起。
在专项飞行检查开展前， 该局
明确了目标任务， 并对全市开展专
项飞检整治行动的内容进行了分
解、细化、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了
各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检查过
程结束后， 及时对药械飞行检查结
果进行汇总分析， 把控药品器械质
量安全隐患， 本着治标和治本相结
合、整治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对飞
行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分批在省、

市局网站统一向社会公告， 积极发
挥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作用， 督促
企业落实质量安全监管主体责任。
针对专项飞行检查中发现药械
经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该局进一步
做好跟踪检查工作， 督查企业尽快
整改，适时组织检查人员进行“回头
看”。继续加强对药械流通领域违法
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 提高监督检
查频次与效率，做到不留死角、不存
盲区。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徐勇兵：以“三加”模式灌输技术创新理念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徐 勇 兵 ，自 2009 年
入职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来， 一直爱岗敬业，艰
苦奋斗，牢记自己的工作职责，始终以“改变能源
结 构 ，承 担 未 来 责 任 ”为 个 人 使 命 ，坚 持 以 “安 全

开拓创新谋划新发展
徐勇兵始终坚持以“持续创新的
理论”为准则，勇于开拓，敢于创新，
保证产品质量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他以及所在
团队先后成功认定了 10 项实用新型
专利、1 项个人发明专利， 为光伏行
业的革新变革作出了突出贡献。2014
年，在行业内率先试用成功结构线核

生 产 + 技 术 创 新 + 优 质 、高 效 、低 成 本 的 三 加 ”模
式灌输技术创新理念。 硅片制造部连续 8 年无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技术、品质、成本等方面进入行
业一流梯队，技术创新方面获得江西省 科技进步

心应用技术， 并在 2015 年全面推
广+更细、 更快极限工艺的研发应
用，硅片产能在 2015 年底提升 30%
以上，成本下降 20%以上，一度在行
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2016 年，为了进
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减轻工人劳动
强度， 硅片制造部首次引进了清洗、
粘晶、NR 自动化项目， 用自动化设
备代替原有的半自动设备，大大减轻
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为公司节约
了 1304 万元/年的效益。 2013 年—
2017 年， 在原有的砂浆切割模式的
基础上不断的革新，硅片制造团队与
贝卡钢线厂家建立了科研研发战略
伙伴，并成功研发并规模化应用二代
结构线 （钢线直径由原来的 120um，
降低到 115um/110um），品质更优、成
本更低，一度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坚持持续创新理念
徐勇兵所在的硅片制造部坚持
持续创新的理念，勇于站在行业的顶
端，勇于抛弃原有的砂浆线的光辉业
绩，向更高一步发展。 2015 年开始，

二等奖， 团队获得上饶市青年文明号等荣誉，同
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全部门所 有人员，克
服 各 种 行 业 难 题 ，建 立 “自 主 性 + 攻 击 性 ”的 生 产
以及“晶科”独有的技术、设备。

进行金刚线技术研发储备，同时引进
切割速度更快的金刚线切片机，以及
钢线直径更细的金刚线,并通过团队
的不懈创新，金刚线应用技术，由最
初刚引进时的 100um，下降到现在的
60um，通过这一变更，成本下降了近
40%， 同时生产出了更高品质的硅
片， 硅片的光电转换效率大大提升，
为光伏发电行业更近了一步，也大大
减轻了我国的非再生能源能源的压
力，也为全球的绿色能源发展多出了
一片绿。

组织攻关生产难题
徐勇兵勇于否定自己，重新审视
自己，坚持以源点出发，重新定义，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光伏产业发生
深刻调整和变革的大潮下，以孜孜不
倦的态度，不断进取，在提升自我价
值的同时， 带领整个团队不断进步，
坚持以“绿色能源，服务全球”的理念
为不断奋斗的方向。作为公司硅片制
造部的负责人，他以公司为家，每日
坚持工作 10 多个小时，组织生产、技

术团队攻关生产难题，已经成为他生
活中的重要一步，他的工作积极性极
大地鼓动了员工工作热情。 同时，他
还积极倡导和推行平安和谐文化，注
重团队协作， 把和谐文化融入到职工
思想行为和企业的发展当中， 构建了
班子和谐、人人和谐、人机和谐和机制
和谐的“晶科”和谐文化，努力形成和
谐共进、和谐发展的氛围；坚持以人为
本，关爱公司的每一位一线员工，把企
业的整体利益与职工的根本利益作为
企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
导职工树立正确的观念，用共同愿景
凝聚广大干部、职工，形成企业与职
工和谐发展的强大合力，实现企业与
职工的多元发展。
（记者 王调翁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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