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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创业江苏” 科技创业大赛由省
科技厅、省人才办、省委宣传部等九家单位
共同举办，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邗江
区政府以及市科技局承办， 扬州高新区管
委会执行，对接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作为持续举办六年的品牌赛事， 大赛

搭建起项目和人才引进平台， 吸引着大量
顶尖创新创业人才在江苏落地生根。此次，
大赛首次来到扬州落地，参赛团队围绕“聚
力创新 成就大业”主题展开激烈角逐。

“活动自今年5月正式启动以来，吸引
了海内外4300余个团队和企业报名参加。

其中，先进制造行业报名的达930个，占报
名总数的近1/4。”省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张明介绍说， 通过前期全省13
个设区市举办的地方赛， 最终遴选出51个
项目晋级，这些项目原创能力强、成果转化
前景好，代表了先进制造行业的江苏水平。

第六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赛在扬拉开战幕———

扬州4个团队
如何争夺总决赛名额
■层层选拔，参赛项目代表先进制造业江苏水平
■吸引了海内外4300余个团队和企业报名参加

看
通讯员 韩萱 祥辉

实习生 王奕文

记者 赵天

扬州英才团队：
研发的项目是智能化超声气力施药

机器人，主要用于温室施药。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的钣金自动化产品市场占有率、

产品品种以及销售额等均居全国第一。

扬州北方三山工业陶瓷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材料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是国内综
合性防弹陶瓷生产的龙头企业。

江苏瑞伯特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致力于机器人技术、机器人视觉的开

发和应用，提供经济、高效的自动化装备。

在这份晋级名单中，扬州英才团队、扬
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扬州北方三
山工业陶瓷有限公司、 江苏瑞伯特视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这4个扬州籍团队榜上有
名，他们将与其他参赛单位争夺7个总决赛
名额。

“我们研发的项目是智能化超声气力施
药机器人，主要用于温室施药。”扬州英才团

队由三位博士组成， 团队负责人缪宏介绍
说， 传统温室施药技术缺乏针对性施药策
略，农药浪费很严重，操作人员容易引起中
毒，项目如果实现规模化应用，温室施药过
程将更加高效、智能和实用。“希望通过本次
比赛获得投融资机构的青睐，解决创业启动
资金，获得地方科技计划的相关支持。”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扬

州高新区， 其生产的钣金自动化产品市场
占有率、 产品品种以及销售额等均居全国
第一。“经过前期积极备战， 有信心赛出佳
绩。”该公司负责人说，目前，我们的企业发
展进入快车道， 急需中、 高层次人才的加
入，不断注入创新活力。同时希望通过大赛
平台，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更多的技术
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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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4个团队有啥亮点？

通过前期的初赛， 进入到本次市级决
赛的参赛选手暨项目共有24个， 同台角逐
市级创业创新种植结构调整先进个人、创
业创新先进个人。记者注意到，参加决赛选
手报送的项目中，大多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和较强的创业带动能力。比如由刘娴团队研
发的脱毒草莓种苗、“一站式” 草莓种植技
术，能产出高品质高安全性（即采即食）的草

莓，而且发展前景良好。
2015年， 葛忠奎和团队率先成立全省

第一家安全农产品联盟， 与江都区29个种
植大户（家庭农场）签订了水稻种植合同，
涉及13个镇、1.5万亩水稻，这种“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充分
拓展了企业、 合作社、 家庭农场的联合优
势，实现三体产业联动，三大主体融合，提

高农产品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提高了农民收入。

宝应是荷藕食品的出口基地， 而近年
来，张丽敏和她的团队着力“荷藕内销产品
的研发与市场开拓”，开发了“香糯莲藕”系
列产品、 莲藕夹肉系列产品等多种传统荷
藕美食产品， 同时注重线上与线下渠道销
售，带动了上千家藕农（2017年莲藕原料增
收6000万元），销售额3年内增长了25倍，销
售数量大幅增加（3年中，香糯莲藕增加近
50倍，莲藕夹肉近100倍）。

51个项目代表先进制造业江苏水平

扬州4个团队参与角逐，争夺7个总决赛名额

主办方介绍，本场比赛，大赛组委会办
公室邀请了数名省内外知名的行业创投专
家、金融专家和技术专家担任评委，围绕项
目技术、商业模式、市场发展、团队建设等
方面对项目综合考核。

“扬州高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数控
装备制造是主导产业。”高新区科技局局长

张传波介绍说， 大赛搭建起先进制造领域
创新创业者与园区相关产业对接的平台，
对接更多优质项目在扬州转化、扎根，从而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深
度融合发展。 这将对高新区推进先进制造
行业水平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启动仪式上，德国洪堡学者、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领军人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
电学院副院长唐敦兵教授作题为 《面向个
性化定制的智能制造新模式与新技术》演
讲， 江苏银行扬州分行小企业信贷服务中
心副总张家立现场解读科技信用产品，受
邀嘉宾从各方面助力科技型中小企发展壮
大。

平台对接更多优质项目在扬转化扎根

扬州市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决赛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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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返乡下乡

人员创业创新决

赛现场，24位“新

农人”带来的新点

子，让人耳目一

新。

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持续深入开展，我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中
等高等院校毕业生、 退役士兵和科技人员
等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创业创新， 为全市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也为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

新动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典型代表。
2017年，我市出台了《市政府办公室关

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更好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到农村开展
创业创新，提升创业创新能力，更好地发挥
农民致富带头人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中实践者、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市农委
以“创业创新、产业融合”为主题，组织开展
了2018扬州市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大赛
等系列活动。

决赛采取“5+3”互动答辩模式，即每个
参赛项目展示汇报5分钟， 与评委互动2-3
分钟，从参赛选手的核心团队、现场展示、
技术实力，以及参赛项目的产品服务、创新
点、 绿色可持续、 社会效益等10个方面指
标，进行综合考评、打分和合议。

“新农人”创业新点子让人耳目一新

扬州返乡下乡创业人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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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晗

（上接1版 ）可以看出 ，恢复老
字号， 远不是挂一块牌子这么
简单。

老字号振兴，需要外力，更
重要的还是内力。 今天讲老字
号，不妨来一次时空穿越，回到
老字号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创
业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模样？
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 扬州酱菜之所以名
扬天下， 除了因为独特的制作
工艺， 更在于先辈在创业经营
过程中秉持诚信立业， 尤其是
严把质量关。打开广角镜头，可
以看到， 今天所讲的所有商业
美德、商业气质，在当年的老字
号， 特别是创业时期的老字号
身上都能找到。

每一个老字号，都是曾经
的创业者。 年轻时的老字号，
未必都刻意总结提炼，但事实
上都实践了一种气质。用现代
语言翻译 ，其实就是 “创业者
心态”，可以具体化为以“四千
四万” 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
和精益求精 、创新创造 、用户
至上的工匠精神。从创业者成
为老字号 ，就是因为把 “创业
者心态 ”延续了下来 ，最终积
淀成品牌优势 。因此 ，老字号
最可贵的不是产品，而是精神
和心态 。只要葆有 “创业者心
态”，就能够推出好产品，保有
市场位置 。今天 ，很多扬州老
字号之所以出新出彩，正在于

以“创业者心态”，重整行装再
出发。

2300多年前， 庄子感慨 ，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开始不易，做大尤难，市场有着
无数验证。围绕老字号振兴，术
层面的建议很多， 但不要忘了
道， 不要忘却老字号是如何形
成的。当年的老字号，哪家不懂
市场，哪家不会创新，哪家不能
顺应时代？如果不能，怎么可能
成为老字号？遗憾的是，有的走
着走着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有
的走着走着忘记了出发时的样

子。有没有“创业者心态”，跟做
了多大、做了多久没有关系；一
旦丢了“创业者心态”，历史就
有可能成为包袱而不是台阶，
成绩就有可能成为负担而不是

实力。
老字号是传统商业的象

征，是城市文化的活化石，常被
视为城市的精神地标。 老字号
本身也要延续精神， 不能忘记
创业时模样，要始终怀有“创业
者心态”。像当初创业的先辈一
样，尊重市场、尊重消费者，处
理好老与新、 传承与发展的关
系，老字号就会拥有新的传奇。
“创业艰难百战多”。 我们报道
老字号，人们关注老字号，并不
局限于具体牌子具体产品，而
是希望所有人、 所有市场主体
都能拥有和保持 “创业者心
态”。

老字号要始终怀有“创业者心态”

本报讯 （记者 张玉菁） 油价
终于迎来下调周期。昨天，省物价
局发布成品油价格调整公告， 于8
月20日24时下调成品油价格。本轮
调价后，扬州私家车主使用率较高
的92号汽油每升下调0.04元，夏季
出行， 加满一箱油约可以省下2.4
元油费。

根据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 ，
汽、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每吨均
下调50元。江苏89号国V汽油最高
零售价格每吨下调至9235元，0号
国V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下调
至8185元。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
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江苏调整后的成品油价格，92
号国V汽油和0号国V柴油每升均
下调0.04元。其中，89号国V汽油为
6.91元/升，92号国V汽油（92号国V
乙醇汽油） 为7.37元/升，95号国V
汽油为7.84元/升 ，0号国V普通柴
油为 7.00元/升 ， 0号国V柴油为
7.00元/升。98号汽油价格由成品油
生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
制定具体价格。

记者了解到，由于本次零售价
小幅下调，故此次调价对终端成本
影响十分有限。具体来看，一辆油
箱容积为60升的私家车， 调价后，
加满一箱油仅减少2.4元； 而一辆
月行10000公里、 每百公里耗油40
升的物流货车，在新一轮调价周期
内的用油成本将减少80元。

据了解，发改委调价通知表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
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
价格政策。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
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消费者可通过
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A股企稳反弹
沪指冲击2700点惜败

新华社上海 8月 20日电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全线企稳
反弹， 上证综指冲击2700点惜
败。两市成交维持“地量”水平，
显示市场观望氛围依然浓厚。

当日上证综指以2673.07
点小幅高开， 总体上走出探底
回 升 格 局 。 盘 中 沪 指 创 下
2653.11点的两年半新低后掉头
上行。尾盘沪指冲击2700点，可
惜未能成功， 尾盘以2698.47点
的全天最高点报收， 较前一交
易日涨29.50点，涨幅为1.11%。

深市走势略弱于沪市。深
证成指收报8414.15点，涨57.11
点，涨幅为0.68%。创业板指数
微涨0.10%，收报1435.69点。中
小板指数 涨 0.95% ， 收 盘 报
5815.63点。

沪深两市近2200只交易品
种收涨，明显多于下跌数量。不
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30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
涨。电信服务领涨，且整体涨幅
超过4%。通信设备、软件服务、
IT服务板块涨幅靠前。 告跌板
块中，牧渔、饲料、仓储物流、机
场服务板块跌幅靠前。

沪深B指涨跌互现。上证B
指微涨0.07%至283.35点，深证
B指跌0.21%至989.82点。

尽管股指反弹， 沪深两市
成交未能同步放大， 分别成交
1140亿元和1507亿元， 总量与
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两市维
持“地量”水平，显示市场观望
氛围依然较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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