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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烈士之子讲故事
30多年成为800多新兵“第一课”

本报讯 金坛区西城街道人武部日
前请来抗战烈士之子田长春，在春风社
区为11名刚批准入伍的新兵讲父辈抗
战故事，以此增强新兵爱国意识，争当一
名合格军人。

田长春的父亲叫田根保，是新四军
驻扎在茅山地区的游击队员，负责传递
情报，组织催粮等军用物资筹集。1945
年，田根保在一次战斗中与鬼子拼刺刀
壮烈牺牲，时年31岁，当时田长春不满5
岁。一年后，田长春母亲又因劳累过度而

病故。解放后，田长春及哥哥得到政府资
助，田长春1962年应征山东青岛当兵，成
了海军陆战队机器兵。1969年因工受伤，
被评为一等伤残军人。他退伍回到地方
后，从1978年就开始为所在的朱林镇三
星村入伍新兵讲革命故事，后扩展到周
边村和社区，迄今已有60多场，受教育新
兵800多人。田长春说，国仇家恨不能忘，
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要教育后代铭
记历史，增强爱国热情，做到警钟长鸣。

'贺书珍 汤汉华 赵鹤茂(

出产齿轮箱覆盖多种轨道车型
中国中车戚墅堰所

本报讯 26日，中国中车戚墅堰
所CRH380A第10000套高速动车
组齿轮箱驱动装置下线仪式在其轨
道交通齿轮箱智能装配中心如期举
行。该齿轮传动系统技术负责人王
文涛说，这是公司设计开发的全国
仅有的新型轨道式生产线，生产的
齿轮箱驱动装置专供高铁列车组。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大批
国际先进的成形磨齿机等设备，正
在做高铁动车组齿轮箱驱动装置等
新产品。据王文涛介绍，每套齿轮箱
驱动装置上有大小零部件460余
个，项目组成员要跨越这460道技
术“门槛”，难度可想而知。原来，齿

轮箱驱动装置主要依赖国外进口，
极大地制约了中国高速动车组关键
零部件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
为了尽快研制出国产高速齿轮，自
2009年起，他们就过起了“5+2”和
“白加黑”的日子，攻克了一道道技
术难关，才寻找到解决工艺布局、工
装制作和技术方案，顺利实现了国
产化。仅此一项，中国中车戚墅堰所
就获得专利39项。目前，完全国产
化的CRH380A齿轮箱已经装车应
用，各种指标显示，部分性能甚至优
于国际先进水平。如今，高铁列车上
的齿轮传动，除国外品牌外，中国中
车戚墅堰所是国内唯一生产供应

商，产品已经覆盖国内CRH2、
CRH3系列各型动车组。

中国中车戚墅堰所执行董事王
洪年说，随着齿轮传动系统智能制
造生产示范线的建成，他们将实现
“质量检测智能化、产品档案信息
化、设备数据实时化、生产过程透明
化、物料流转自动化、异常问题目视
化、装配工艺信息化和系统平台开
放化”等“八化”目标，真正实现智能
生产。目前，公司生产的齿轮箱不仅
能满足覆盖国内CRH2、CRH3系列
各型动车组，同时也覆盖到城轨、地
铁、机车等多种型号车型。
'舒泉清 秋冰 徐宁 沈鹏 张划(

9岁男孩口含棋子
呛进气管险丧命

幸亏正确施救
本报讯 9岁男孩下棋时把棋子塞

到嘴里，一不小心呛进气管，情况危急。
幸运的是，闻讯赶来的邻居接受过急救
知识培训，科学的救援方法为孩子最终
获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男孩一家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本月
17日傍晚，他和邻居小伙伴一起玩跳跳
棋，把棋子塞到嘴里，一不小心呛进气
管，呛咳两下后烦躁不安、面色紫绀，数
秒钟后陷入昏迷，口吐白沫，四肢抽筋，
连呼吸的动作也不看见了。小伙伴吓傻
了，立刻找来正在隔壁看电视的男孩父
母，父母见状也慌了，两人边呼救边抱着
儿子做人工呼吸、心脏按压。

同住一栋宿舍楼的同事当天正好
休息，闻讯赶来帮忙。得知男孩可能被
棋子卡住，一个男同事想起学过的海
姆立克急救法，立刻施救。随着一个有
力抱腹动作，男孩轻轻叹了口气，大家
看到希望，开始重复上述抢救方法。持
续了大约10分钟，男孩的口鼻腔渐渐
流出鲜血，随着一阵咳嗽，棋子被咳
出，人也慢慢睁开眼，清醒过来，但依

然咳嗽不止、呼吸急促、面色青紫，还
不时咳出新鲜血液。

家人拨打120将他送往就近的阳
湖医院，急诊CT检查发现孩子肺水
肿、肺出血。为了更好救治，家人听从
医生的建议，再次联系120将孩子转入
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科主任邹国
锦发现孩子反复肺出血，已陷入呼吸
衰竭，且由于长时间缺氧，可能并发脑
损伤，便立刻组织医护人员为男孩进
行呼吸机机械通气、止血抗感染、低温
脑保护等。

经过数天治疗，男孩的肺出血已经
停止，呼吸机被撤除，生命体征逐渐恢复
正常，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进一
步观察，不日将康复出院。

据悉，这样的病例在儿童医院的门
急诊并不少见。邹国锦提醒家长，孩子对
危险物的辨知能力差，需家长做好日常
教育及监护工作，帮助他们避开危险。另
外，能学一些日常急救知识更好，能尽量
降低危害程度。

'钱群华 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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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民族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领导者
张清林：

本报讯 在江苏省溧阳中关村科
技产业园内，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虽然
才成立3年多，却创造出了不凡的业绩：
不仅打破了国外在中高端精密数控伺
服压力机方面的技术垄断，自主创新的
产品也跻身国际市场，为中国高端装备
制造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年，在制造业市场竞争十分激
烈的情况下，该企业“风景这边独好”，
全年的订单已经爆满，预计全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1亿多元。日前，记者专访了创
造这一奇迹的海归专家———江苏中兴
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林。

民族精神：为打造民
族品牌而回国

张清林出生于河南，1977年恢复
高考制度时，他考入了北京钢铁学院

（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他
留校做了大学教师，后又远赴日本攻
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他便留在全
球锻压设备行业领先者之一的日本
AIDA株式会社工作了近18年，期间，
日本方把开拓中国市场的任务交给了
他。兼具工科、法学知识和经济学管理
等方面能力的张清林，很快在工作中
脱颖而出，作为亚太地区的董事总经
理，他把公司原来在亚太地区只有几
亿日元的销售额一下子推进到100多
亿日元，他也很快被破格提升为日本
总部的执行理事。

这在常人看来可谓前途广阔，但
张清林却高兴不起来。在对国内市场的
调研中，他发现钣金冲压设备和锻压机
械设备作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之
一，却与国际上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装
备制造的差距很大，有的还停留在“大
路货”的层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从
依赖中国制造，必须要转向中国创造和
中国“智”造，追求高附加值和提高自动
化水平是大势所趋。而他作为拥有这方
面技术的中国人，理应把学到的知识贡
献给自己的国家，他觉得他的根永远在
中国，这也是他在日本工作20多年，却
未曾想过改变国籍的原因。

7年前，具有深厚民族情怀的张
清林，怀揣着“振兴中国锻压事业，创
新智能制造装备”的梦想，离开了日本
的公司，加入了浙江中兴精密集团。在
给中兴集团穿针引线成立了4个合资
公司之后，他又决定回国创业，和中兴
精密集团一起打造一个崭新的民族品

牌。经过一番考察，张清林被天目湖优
美的生态环境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所吸
引，毅然来到溧阳创业，并于2011年9
月18日成立了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
技有限公司。同时，凭着张清林的人格
魅力，日本同行业的6位资深专家和
国内行业的多名专业技术人员也都加
盟了进来，从而组成了一个拥有35名
国内外一流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于
是，一个“为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业打造
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
-CPTEK-兴锻梦想”就在这里构筑。

工匠精神：不做大
路货自主创新研发产品
张清林认为，制造强国离不开“工

匠精神”支撑，互联网时代仍然需要这
种精神，面对“工业4.0”时代的到来，
“工匠精神”对制造业的生存发展，乃
至建设制造强国都具有现实意义。

创业初期，张清林带着他的研发团
队租用了供应商的车间做厂房，简陋的
车间办公室作为临时研发中心，一开始
便致力于研发智能化、高精密的伺服锻
压设备及配套的自动化和模具整体解决
方案。他的团队仅用了100天时间就攻
克了低速大扭矩伺服电机的关键技术、
伺服锻压设备控制技术及远程诊断技
术，多工位伺服锻压设备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技术，使得两
台国产CPTEK-兴锻伺服和多工位冲
床顺利在深圳国际展览会上亮相。“我们
重点开发的CPTEK独创伺服冲床、数控

多工位冲床和冷温锻造压力机不仅替代了
进口，实现了国产化，还帮助客户实现了转
型升级、节能降耗。”张清林介绍说，“目前
比同机型的产品可节省能耗30%，价格是
进口的同类设备的60%-80%”，顿时就在
业界引起了重大震撼，得到了客户、行业专
家们的一致好评。就这样，“CPTEK-兴锻”
这一民族品牌诞生了。

首次探路成功后，张清林又一鼓作
气瞄向了新的目标。他说：“任何加工方
法和工艺都不是一成不变和唯一的，这
就需要我们技术人员有勤奋和创新的融
合心态，追求极致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和成熟经验，不
断地精雕细琢和创新完善，找出一种更
加经济适用，更为适合客户的合理工艺
方案。”因此，“CPTEK-兴锻”提出了“为
用户提供集冲压设备，模具工艺和自动
化装置三位一体的先进金属成形技术的
量身定制方案”，为客户提供较高的附加
价值。目前，他们研发的具有完全独自知
识产权的国产伺服数控冲床已经经过了
三代升级，变频冲床、多机联线机械手等
高端伺服锻压设备不仅打破了国外垄
断，还成功跻身国际市场。

在张清林的带动下，公司目前已经
顺利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
建立了省级研发中心，并取得了江苏省
科技转化成果专项资金的支持。短短的
三年时间，就顺利得到了国家授权的发
明专利6个，还有待授权的发明专利若
干。如今，兴锻已成为中国锻压协会常务
理事单位，被誉为国内锻压行业的黑马
和新星。 '朱志敏 冯蓓 宋林珍(

聘专家上门会诊
溧阳安监局创新举措———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溧阳市安监局
了解到，为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有效促进该市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
转，今年以来，该局多措并举，以确保安
全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溧阳市安监局在今年3月
出台了《2015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计
划》，确定全年开展执法检查的生产经营
单位数量是320家，并通过每季度专项
检查、教育培训、安全服务、应急预案及
演练等安全服务举措，全面夯实安全生
产基层基础。尤其在高温汛期等重点时
刻，该局先后开展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冶金、涉氨制冷、消防、建筑施工等重
点行业领域高温季节的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工作，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企业194

家，加油站55家，检查在建工地26家，排
查事故隐患256处，开具责令整改指令
书56份，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面对专业技术人员缺少，
发现和治理隐患的能力有待提高等问
题，该局还通过政府购买方式，聘请专家
上门“会诊”，专家组利用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章标准的“显微镜”防微杜渐，为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
该局还坚持“今天的安全隐患可能就是
明天的安全事故”的原理，对发现的问题
“小题大做”，严加督查，对安全隐患治理
任务较重或进度较慢的企业多次赴现场
重点指导，将问题一一放大起来，从而彻
底解决。

'王丹 冯蓓(

溧阳城管遇暴力抗法
两名施暴者被刑拘

本报讯 近日，溧阳一烧烤店主在面
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时暴力抗法，导
致一名城管队员受伤，执法车辆被砸。目
前，摊贩李某及其儿媳因涉嫌妨碍公务
罪被刑事拘留。

当晚7时40分许，溧阳城管、公安、环
保等联合整治组巡逻至溧阳大营巷一烧
烤店时，发现店主擅自将烧烤用具摆在店
门前人行道上进行烧烤经营。执法人员立
即上前劝止店主的违规行为，并要求其将
烧烤用具及桌子、板凳等搬进店内。在劝
阻过程中，李某及其儿媳情绪激动，不仅
不听从执法人员劝阻将烧烤用具搬离现
场，还对执法人员进行谩骂，当执法队员

小戴上前与其沟通时，店主李某突然掀起
烧烤炉砸向地面，小戴来不及躲避，被烧
烤炉砸中，致使其大脚趾骨折。

随行公安等执法人员连忙上前制止
李某的过激行为，李某儿媳见状从店内
拿出一火钳挥舞着将执法车车窗玻璃打
碎，继续对执法人员进行谩骂攻击。为避
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公安执法人员会同
城中派出所民警强制将李某及其儿媳带
离现场。同时，小戴也被及时送往溧阳市
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李某及其儿媳因涉嫌妨碍公
务罪已被溧阳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居雪飞 冯蓓(

省教育厅长来常调研
与创业大学生面对面

本报讯 28日，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专程来常调研，与正在创业的部分大学
生进行面对面交流。

新北区嘉壹度青年创新工场运行一
年来，已有44个创业项目成功入驻。当
天上午，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的冯全同学，
正在和伙伴们一起打理开创了一年的
“比由校园网”。现在，冯全的团队有22
个成员，每月利润超10万元，他们创建
的平台，吸引了六七万名在常大学生的
关注。经过大数据分析，他们整合各种闲
散资源推出共享服务，帮助大学生解决
购物、快递等各种问题。在休学一年之
后，这位来自湖南的大学生创业明星，将

在新学期重回校园继续学业。沈健关心
小冯创业中是否遇到困难，返校后是否
要调整专业，并希望他将创业的经验，充
实到创业教育当中。

在与创业大学生们进行深入探讨
后，沈健认为，高校要开设更有针对性的
创新创业课程，使大学生能够学到真本
事，为参与大众创业创造条件。

沈健还走访了新学期即将投入使
用的二十四中天宁分校、原址重建的博
爱小学等地。他希望，常州教育在各级
各类学校硬件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要
进一步提升内涵建设，提供更优质的教
育服务。 '毛翠娥(

半年解决困扰台商6年问题
公司信心倍增，准备增资扩建

省市台办和我市各级政府积极支持

本报讯 我市重点台资企业———江
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日前给省台办
致感谢信，道出了公司所属台湾永冠集团
上月在我市斥巨资投资重大项目背后的
曲折，正是在省市台办的合力推动和我市
各级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困扰该公司6年
的问题半年内得以解决，集团在常加快发
展的信心也随之增强。

江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008
年8月落户溧阳市，至今总投资1.6亿美

元，近年来发展稳定，去年实现销售
5.8亿元。但公司落户以来一直受一
桩土地规划问题困扰，在多次与有
关方面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今年初
求助江苏省和常州市台办。

省市台办十分重视，省台办主
任杨峰、副巡视员屠新与常州市、溧
阳市台办等多次联合到公司了解情
况，并提出解决方案。

4月，杨峰和常州市台办主任

许春元等会同溧阳市领导及溧阳市台
办等到公司现场办公。

6月，省台办台商服务中心副主任金
成富、投诉协调中心副主任贾宁昌会同
常州市台办副主任陈锁祥及溧阳市台办
等有关部门，就土地纠纷进行现场协调
并提出具体要求。同时，常州市和溧阳市
两级政府也对此事非常重视，表示要对
上级的指示进行认真研究并贯彻落实。

经省市台办的大力推动，公司与

有关方面也进行了多次沟通协商，土地
规划问题终于在7月彻底解决。

为此，公司信心倍增，准备增资扩建。
溧阳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该公司

的增资扩建项目，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拿出了充足的土地予以支持。

问题解决的当月，台湾永冠能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正式签约，在溧阳建设永冠能源材料
科技产业园。 '陈士行 黄钰(

海淘优势不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跌后———

本报讯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连续下跌，对日益庞大的海淘群体、海外
代购人员影响不小。记者日前走访我市
欧尚、乐购、购物中心、新世纪商城等7个
超市及商场，并采访多位从事海外代购
者，结果显示：海淘奶粉价格小幅上涨，
超市及商场的进口奶粉价格平稳。

夏女士习惯在美国亚马逊上海淘奶
粉，最近她格外关注关税、汇率等。她表
示，目前她购买的美国某品牌婴幼儿奶
粉，一罐50美元左右，每月需要6罐。汇
率为6.1时，每月她的奶粉花费为人民币
1830元，但当汇率为6.39时，一个月就要
多付87元。

汇率波动对于交易量较大的美国代
购商家影响更明显。小刘有多年从事海外
代购的经验，他表示，虽然代购物品都在
美国购买，但跟客户交易时均以人民币结
算，通常是客户先下订单，再邮寄。人民币
骤然贬值，他购买的成本上涨，却不能向
客户追加款项，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他同
时坦言，随着人民币贬值，他也在考虑所
代购的物品要不同程度涨价。这样美国代
购的优势下降，客户多少会有流失。

记者走访超市发现，雀巢、合生元、雅
培等进口奶粉价格没有任何变动。例如：
乐购超市公园店惠氏S-26金装爱儿乐婴
儿配方奶粉罐装900克、合生元超级金装
学龄前儿童配方奶粉800克售价分别为
249元、338元，与8月12日汇率下降前相
比没有变动。在新世纪商城、购物中心精
品超市，进口奶粉零售价也保持平稳。

据欧尚超市负责人介绍，奶粉稳定
的原因主要是：一是大超市奶粉都是集
中采购，批量定价；二是奶粉保质期长，
不少是年前订的货源，价格不变；三是去
年因洋奶粉市场竞争激烈而引发的价格
大战余温未降，欧洲、澳洲两个产奶地刚
占领中国奶品市场，不会轻易涨价；四是
有滞后效应，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
下跌，到人民币购买进口奶粉涨价还有
一个漫长的周期。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涨
价，还要看奶粉库存、产量、供货商的营
销策略。 '常价宣 宋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