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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程洁 周海盈 记者 朱
波）记者从4月13日在宁举行的“5G+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研讨会上获悉，目前南京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南京熊猫电子
装备有限公司正在进行5G+工业互联网智
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并作为中国电信数字化
转型的“5G+工业互联网实验室”基地，已掌
握相关解决方案及信息安全策略。该公司
负责人表示，公司将加大与地方政府、科研
院所、高校学府等方面的合作力度，为加快
推进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发展，助
力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作出贡献。

记者身处室内会议现场，一边听着专家
讲解，一边同时通过主席台及左右两侧的三
块大屏，看到20多公里外由无人机拍摄的
工厂车间机器人工作和基地滚动直播，画面
极为清晰稳定。“这就是基于5G网络的工业
互联网专网实时同步传输的。”南京熊猫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庆向记者介绍，
5G具有超高速、大连接、低时延的关键能

力，和万物互联的应用场景将开启新一轮信
息产业革命，5G技术已成为支撑智能制造
的关键技术之一。“5G﹢工业互联网”将促
进工业生产的网络化、智能化。

“目前，工业企业底层网络通常是基于
有线网络，随着工业现场环境的复杂化，越
来越多的工业场景逐步采取无线传输方
式。工业领域使用的无线通信协议和传统
通信行业相比，存在协议众多、标准缺失、兼
容性差等弊端，制约了工业设备的全面互联
互通。通过将5G技术与工业UPF、MEC等
相结合，能够降低工业场景下的协议转换和
设备接入难度，提升工业互联网异构数据接
入能力，有效解决设备互联的问题。”作为本
次“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研讨会”的主
办方，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和中国电
信南京分公司共同邀请了全国5G行业专
家、全国各地企业代表嘉宾百余人，围绕

“5G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关
键模块”展开，结合企业自身的实践应用，从

5G赋能工业未来、熊猫钣金数字化工厂、
5G智慧物流工厂的运用、5G+工业互联网
行业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为
工业互联网赋能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
经验和参考，以在企业的信息化转型和数
字化升级的浪潮下，如何更好地将 5G和
工业互联网有效融合，让制造业更高效地
经营运作。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李松领为大家介绍熊猫钣金
数字化工厂时表示，通过智能制造手段实
现对钣金制造厂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改造，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人工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步伐的不断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迅猛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
是实现‘数字中国’‘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
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升级也因此成为每
一个生产制造型企业迫在眉睫的内生需
求。”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夏

德传认为，5G+工业互联网正是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制造升级的根本基础和关键支撑。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熊猫股份就以
智慧交通与平安城市、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
网、电子制造服务三大产业为核心产业，而
熊猫装备公司则是熊猫智能制造与工业互
联网产业的核心载体。近年来，他们一方面
聚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关键
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加快5G、大数据、云计
算、边缘计算、工业机器人及系统软件或平
台等相关应用、产品的开发与落地，除了完
成熊猫注塑、钣金数字化生产车间和SMT
贴装、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工厂等自身的数
字化转型外，还向无人机、火箭弹、皮鞋、锂
电池、液晶玻璃精密机械等相关细分、专业
行业提供并实施了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制造
工厂系统解决方案，成为中国电子旗下智能
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供给侧骨干企业，国内领
先的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及智能制造
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南京熊猫联手中国电信

5G+工业互联网赋能南京制造业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宁市萱 记者
万森）近日，南京汇睿通科技有限
公司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
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企业休
眠。记者昨日从南京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这是《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在全市探索开展企业休
眠工作的通知》出台以来，南京市
首家享受休眠政策红利的企业。

据了解，今年3月起，南京市
市场监管局从企业实际需求出
发，在全市探索开展企业休眠工
作。旨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保市场主
体力度，为企业纾解困难。针对
企业因短期内面临经营困难，需
要暂停经营的实际情况，南京市

市场监管局研究制定了符合实
际、切实可行的企业休眠工作措
施，明确休眠工作的目标、内容、
办理程序、后续监管和保障措施
等。《通知》印发以来，南京全市市
场监管部门积极开展相关宣传，
加强对企业的业务指导，着力推
动企业休眠工作落地落实。

据了解，企业决定暂停经营，且
在此期间不发生任何交易的，可向
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休眠。休眠企业
不得以企业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单
次休眠期限不得超过2年，企业可多
次申请休眠。对于休眠企业，市场
监管部门在实施“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时，不因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
系将其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我们公司去年受到疫情冲
击，经营遭遇困难，房租压力挺大
的”，南京汇睿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惠女士说，“我老公的公司去
年忘了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后银行都不批我们贷款，所以一直
很担心这家公司退租后会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前几天在新闻中
听到市场监管局可以为企业办理
休眠，而且休眠的企业不会因为住
所无法联系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新政策为我们公司生存发展解决
了后顾之忧，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公司还是有很多资源的，我们通过
休眠能够稍作休整，一旦有合适的
市场机遇，还可以立刻申请解除休
眠，恢复生机再出发！”

本报讯（王槐艾）昨天上午，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扬州大学
签署协议，共同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聘请扬州大学李向阳、邵萍、张美林、胡
斌、魏琳琳、袁野、王小平等教授为扬州市文化馆兼职艺术顾问，扬州大
学聘请扬州地方非遗文化传承人戈弘、夏峰、马维衡、葛瑞莲、包伟、李
政成等为扬州大学音乐学院兼职教授，同时在扬州市文化馆设立“扬州
大学音乐学院实习实训基地”。

当天，扬州地方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位非遗专家、传承人从其艺术实践
经验出发，就音乐非遗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同扬州大学音乐学院的
各位教授、学者进行交流，扬大音乐学院向各位非遗专家、传承人发出了参
与音乐学院非遗课程实践的邀请，双方表达了共同参与、积极合作的意愿。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雅 记者 李垚）为预热“五一”黄金周旅游市场，
4月9日，由南平市文化和旅游局、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武夷
山水 度假胜地”南平文旅走进南京推介活动圆满举办。

活动当天，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互动区暖心布置了热气腾腾的
“吃茶处”，武夷山三家茶企为南京市民带去品质优良的平价武夷茶，吸
引了大量市民朋友共同品鉴。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示区，市民可以体
验建盏拉坯制作，感受非遗传承人的匠心技艺，更有南平特色文艺表演
以及以武夷山水为背景的3D拍照区，吸引市民驻足“打卡”并分享朋友
圈，促使用户自发传播，提升社交网络覆盖面，实现数据裂变增长。活
动现场邀请了南京当地自媒体旅游达人现身推介南平文化旅游资源，
精准定向“核心用户”及年轻客群，通过旅行目的地推荐，让南京市民

“看见”南平、“听见”南平，开启前往南平的度假之旅。另外，限时推出
的“一元游南平”及“999双人畅游套餐”产品热卖环节也获得一致好
评，场面热闹非凡，市民们可以更加舒适、便捷和实惠地“畅游南平”。

此次南平市重点围绕“朱子”、“茶”、“建盏”等文化IP，推出了茶文
化旅游、朱子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红色旅游、体育旅游、美食旅游等特
色旅游产品，还特别推出了沿着总书记考察足迹打卡武夷山的特色旅
游线路、“薪火相传”重温红色历史及悠游武夷旅游产品等。

南京与南平交通十分便利，现有直飞南平武夷山的航线和直达的
高铁，游客乘飞机只需1个多小时就可以遇见南平的山水美景，感受传
承千年的文化滋养。此次推介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拉近了南平、南
京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和旅游互动，共同推进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镇江润州区宝塔路街道总工会
开展“学党史”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石桂祥）近日，镇江市润州区
宝塔路街道总工会组织企业党员职工开展

“学党史忆先烈，明初心担使命”红色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教育让全体党员职工能够立足
岗位更好地为企业和社会服务。

街道总工会会同镇江江泰建筑公司20
多名党员职工一起参观镇江市韦岗抗日战争
胜利历史陈列馆，聆听讲解员讲解我党新组
建新四军支队挺进苏南，由粟裕将军统一指
挥，在敌强我弱的逆境下，进行韦岗赣船山口
地域首场抗日战争阻击战，以零伤亡打败日军
的事迹。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志士为争取
民族解放和胜利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
让所有参加活动的党员职工深受教育和洗礼，
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不动摇。

沭阳农商银行
为老年人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讯（胡玲玲）近年来，沭阳农商银行
切实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的责任与担当，积
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同时让老年人的金融
服务有温度、有深度，将爱老尊老落到实处。

宣传金融知识。该行围绕“3·15”主题
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走进社区开展宣
传，现场为老年客户操作演示，讲解，一步步
操作，教老年客户学会了微信支付、发朋友
圈、设置字体等常用功能。

专业服务老年客户。为解决老年人面临
的数字鸿沟、服务障碍、骗局常发等问题，紧
贴老年人需求特点，充分考虑老年人习惯，做
好“一对一”服务引导，营业网点优先为老年
人服务，妥善、及时、快速处理老年人在业务
办理过程中遇到的特殊事件及突发事件。

服务更有温度。以服务好老年客户为宗
旨，对厅堂布局进行优化升级，打造了全新的
营业环境，配置爱心窗口、爱心座椅、防滑垫、
安全提示等，为老年客户提供无障碍绿色通
道，提供“一站式”服务、上门服务等，切实提
升老年人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遗失启事
●中国矿业大学刘爽遗失就业协议书，

证号：202072089545，声明作废。
●刘爽遗失中国矿业大学就业推荐表，

编号：72089545，声明作废。

经营困难可按暂停键
南京迎来首家“休眠”企业

扬州与高校联手保护非遗文化

预热五一黄金周，
南平成为南京市民出行新方向

张家港市暨阳湖
湖畔书房的有声图书
馆，拥有超 14000 册有
声图书，涵盖党建、国
学、历史、人文、财经、
时尚、亲子等内容，云
平台实时更新，广大市
民可以通过手机扫码
收听，也可通过耳机森
林沉浸式学习，让阅读
有声有色，让生活有滋
有味，这也是该市首家
有声图书馆。

庞秋石 摄

扬州在全省率先开通
未成年人救助热线

本报讯（王槐艾）日前，扬州开通我省
首条12345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热线，只要发
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无人监护或监护缺
失、生活无着流浪乞讨、重病重残致生活困
难等情况，市民群众和未成年人本人均可拨
打12345热线求助。

据介绍，扬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热线具
有6大服务功能，分别是儿童救助保护相关
政策法规咨询服务，流浪乞讨儿童救助服
务，各类未成年人权益维护服务，儿童心理
问题疏导、情绪抚慰等服务，儿童生活困难
求助转接、协调服务，其他涉及民政部门职
责的儿童救助保护服务。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60 日
内，该弃婴生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可
持有关证件到以下福利机构认
领。逾期将依法妥善安置。

公 告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电话:025-84800659）

1. 现 名 钟 怡 林 ，
男。南京市公安局雨花
台分局板桥派出所于
2021年2月28日出具
证明称：2020年7月5

日12时10分接收留人的母亲报警
“2016年1月31日7时10分在南
京市雨花台区板桥朗诗绿色街区
东侧围墙边绿化带捡拾一名男婴，
身穿婴儿棉服，黑色棉袄包裹，放
在纸箱中”，后交给收留人抚养至
今。约 2016 年 1月 31 日出生。
2021年3月31日办理入院手续。

2. 现名蔡睿铭，
男。南京市公安局雨花
台分局西善桥派出所
于2021年1月20日出
具证明称：2020年1月

21日接收留人报警“2019 年 12
月15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天保一
队7号路边捡拾一名男婴”，后收
留人抚养至今。约2019年12月
15日出生。2021年3月31日办
理入院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