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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 日-4 日，中
天 钢 铁 集 团 召 开“2019 年 建
材、优特钢销售业务洽谈会”。
记者在会上获悉，过去一年企
业在优特钢领域不断取得突
破，特别是工程机械用钢已跻
身国内一流。

近年来，在一系列宏观政
策推动下，钢材供需结构不断
优化，随着国家各项基建项目
的兴起，行业形势明显好转，但
也面临着提标改造、环保升级
等诸多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
中天钢铁集团稳步顺行。工程
机械用钢已跻身国内第一方
阵，2018 年销量超 10 万吨，1E
系列钢种成为世界第一的卡特
彼勒全球供应商，同时，“中天
牌”汽车用钢与本田、丰田等世
界一流车企开展高端汽车用钢
的开发合作；企业重点开发的
汽车稳定杆用弹簧钢、轮毂轴
承用钢、大规格滚动体用轴承
钢、非调质钢等向精品化发展，
分别在上汽、广汽、大众汽车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开展认证，已
逐步实现量产。轴承钢全年销
售预计完成近 40 万吨，创历史
新高。

过去的一年，中天钢铁继

续在优特钢领域发力，全年累
计研发新品 32 个，目前企业已
形成建筑用钢、工业棒材、工业
线材、热轧带钢四大产品系列，
产品主要涵盖轴承钢、帘线钢、
弹簧钢、机械用钢、高压锅炉
管、锚链钢、焊丝钢、冷镦钢等
高 技 术 含 量 、高 附 加 值 钢 种
330 余种，全球出口超 70 个国
家和地区。

此外，集团全年累计开展
20 多项工艺质量攻关项目，特
别是帘线钢的产品质量攻关成
效卓越，成为贝卡尔特、普利司
通等知名厂家的原材料供应
商。参与制定 9 项国家或行业
标准，参与修订 2 项国家标准，
完成 19 项企业标准的编制及
备案。

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党
委书记董才平表示，2019 年中
天钢铁将建立点对点、厂对厂
的“直供+直采模式”，建设高效
协同的供应链体系和富有竞争
力的营销体系，全面开拓外围
市场，重点培育轴承钢、帘线
钢、齿轮钢、弹簧钢四大代表钢
种，确保实现精品钢 100 万吨，
进入行业高端市场。

（朱元洁 谢韵）

成为卡特彼勒、贝卡尔特、普利司通等世界级巨头的供应商

中天钢铁工程机械用钢已跻身国内一流

本报讯 日前，2018 全国
企业创新（中民能源）现场会暨
中民能源创新成果总结与创新
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江苏常州
举行。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兼创新推进委员会会长、原国
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国
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张玉清，中

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兼创新
推进委员会秘书长常义等有关
领导、专家、媒体记者等200余
人出席。

本次活动由中国生产力学
会创新推进委员会主办，中民
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承办，江
苏云领未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
中民能源自成立以来，始

终坚持以“不变中蜕变，奔跑中
创新，以科技研发引领未来”为
理念，致力于能源终端自用管
理的研究与推动，积极承担“能
源互联网”变革大潮中引领创
新的责任。 （张沙）

我市民企中民能源

获“全国企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

本报讯 新北区总工会经
过基层推荐、申报初审、调查研
究、创建推进和审核评定后，近
日成立“新北区职工活动中
心”，分别在梅林旅游、达诚度
假村、江南金服和恐龙人俱乐

部等四家单位统一挂牌。
记者了解到，职工活动中

心将为广大职工提供学习培
训、休闲娱乐、文体活动、团队
建设、相亲交友等服务，丰富职
工文化生活需求。

今年，市总工会将把职工活
动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在全市范围内推开，力争用两至
三年时间在各乡镇、街道和村委
都建有职工活动中心，实现全市
全覆盖。 （毛人杰 吕亦菲）

新北区首批职工活动中心揭牌

力争两至三年实现全市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在新北区孟
河镇汤友常文化展示中心，再
次诞生了一项大世界基尼斯纪
录。常州奇人汤友常的女徒弟
孙继琴单人抽动重达 341.5 公
斤的大陀螺，打破了之前 273
公斤的纪录，一举成为新晋“陀
螺女王”。

当天下午 2 点，在叉车的
助力下，重达 341.5 公斤的铁
陀螺被送到秤上过磅。在众人
确认是 341.5 公斤无误后，孙
继琴便开始热身准备创纪录。
她拿起准备好的绳索在铁陀螺
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可以看出，
绕线花费的力气很大，孙继琴
胳膊上的肌肉起伏非常明显。

绕线完毕后，孙继琴深呼吸
几口气。一声呐喊后，便冲刺出
去，通过自身的奔跑带动341.5
公斤的陀螺迅速旋转起来，屏息
凝气的人群立刻沸腾了，纷纷给

她鼓气加油。孙继琴折返跑回
陀螺边，拿起特制的皮鞭猛力抽
打陀螺。整整坚持了15秒后，
在众人的见证下，孙继琴刷新了
师姐汤留凤保持的273公斤的
纪录，一项新的大世界基尼斯纪
录“单人抽动陀螺重量341.5公
斤女子之最”由此诞生。

孙继琴是常州市善爱艺术
团团长，中国首届旗袍文化使
者九雅大赛的冠军，国家体育
总局广场舞运动一级教练员和
一级栽判员，国家体育总局排
舞运动二级教练员和二级裁判
员。（郑月莲 吴燕翎 图片由孟
河镇提供）

抽动341.5公斤的铁陀螺

新“陀螺女王”在孟河镇诞生

2000 年，李淑香怀着对未
来工作的憧憬来到天目湖旅游
公司。工作 18 年来，伴随公司
从创业期、成长期走向发展期，
她在一个又一个不同岗位上历
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
也品尝了成功的果实与喜悦。

2001 年，天目湖旅游公司
整合各景点，推出第一个湖泊
型的精品景区型产品——山水
园景区。时任质检经理的李淑
香，以高标准、严要求提出了公
司三级质量检查体系概念，通
过建立高层、中层与基层的检
查体系，不断贯彻质量标准，提
升公司产品与服务质量。在不
断磨合的过程中，她将质量理
念贯彻得深入人心，将质量标
准贯彻于全员的日常工作中，
将日常质检工作提升到公司质
量管理的高度，为公司日后的
规范运作与良性发展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

2009 年，李淑香调任山水
园景区总经理，并在此深耕细

作了 6 年。一方面，她积极引
入较为成熟的 5S 管理，另一方
面，她开始接触学习全面质量
管理、卓越绩效管理等体系模
式，将其中理念有效运用于景
区管理的实践中。她抓住景区
营运核心业务，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编订服务质量 SOP，打造
服务质量标杆，指导全员从标
准服务走向优质服务与个性服
务。

李淑香走到哪里，便将质
量变革和效率变革推到哪里，
带动公司质量工作不断攀登上
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持续引
导公司走上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的道路。

在 高 标 准 对 待 自 己 的 同
时，李淑香不忘培养公司质量
的接班人，带动质量团队整体
进步与提升，推动质量培训体
系在企业落地；建立了新员工
培训体系，在每一位新天目湖
人入职之初，便帮助他们树立
起质量意识；积极组织质量管
控条线与小组成员开展培训与
学习，通过对基本理论和检查
技能的培训，提高质量管理岗
位工作质量和效率；推动公司
管理层不断学习质量先进理
念，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质
量。

张海涛 胡艳 文 张海韵 摄

李淑香：
到哪，就要将变革带到哪

李淑香

近日，由旗遇会馆、江苏金剪
刀服饰联合主办的“旗遇·金剪
刀入驻青果巷暨客户答谢会”在
阳光大酒店举行，旗遇会馆携手
国内顶尖高定服装公司苏州金剪
刀服饰，一起打造常州的“一家人
的衣柜”。旗遇会馆还设了女子
学堂，传习古法礼乐，体验传统手
工艺。图为青果旗袍队美女们的
旗袍秀，带给观众一场美妙的视
觉享受。 朱臻 图文报道

孟河镇陀螺女王抽动683斤铁陀螺

一场旗袍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