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朱琳萍 校对 荣强2019年6月7日 星期五
城事 情报站· 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4

冷作工又称铆工，在一
般人眼里就是敲敲打打，做
的是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
可在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
司机车制造公司构架区工位
长朱黎明手中，它却成为能
够展现高超技艺、解决生产
难题、创造经营效益的精细
操作。

1994 年，17 岁的朱黎明
进入戚机公司，当了一名冷作
工。朱黎明告诉记者，从学铆
工那天起，他每天会把学到的
东西、经验和想法一一记下
来，这个习惯至今没有改变。
在一沓沓厚厚的笔记本中，记
载着朱黎明从一个外行到“钣
金工状元”的成长印记。

2012 年 7 月，在备战莱
芜首届技能状元大赛的训练
中，朱黎明白天学理论、练实
操，晚上练习焊接技术。

高温，让他的工作服湿
了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一
层厚厚的白色盐渍。连续20
多天每天 15 个小时超强训
练，终于让他在钣金项目的
决赛舞台上获得了第一名。
他被授予“江苏技能状元”等
称 号 ，还 被 列 入“ 省 333 工
程”项目培养对象。

25 年来，他不断总结提
炼，吸收先进理念，创造了多
套先进操作技法并推广应用；
同时，还破解了改进组装焊接
翻转胎等难题，既简化了操作

工序，又减少了板材浪费，减
轻了劳动强度。2012年，他
完成了公司重点产品电力机
车构架的首台试制与研发，
并相继完成了澳大利亚机
车、沙特机车、阿根廷机车、
泰国机车等多个出口车型的
钢结构产品试制与生产，取
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并屡屡获
奖。

在攻关的同时，朱黎明
更注重团队人才的培养，为
了提高团队成员理论考试
通过率，他将原集团公司书
本知识汇编成题，按技工级
别分类，定期通过微信推送
到每个人的手机。“我每天

都会在午饭时发几道题在他
们手机上。”朱黎明说，通过
这样的方式，大家的学习积
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理论
通过率从 2016 年的 50%提
高到现在的90%以上。
市总宣 吕亦菲 文 尤理明 摄

朱黎明：敲敲打打中成长的“钣金工状元”

本报讯 6 月 5 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举行“老兵新作为，温情暖家
园”守护行动动员大会，作为常州市
2019 年创新社会治理的重点项目，
守护行动旨在充分发挥军休干部的
政治优势、专业特长，鼓励其积极参
与社区网格化治理，当好“特殊志愿
兵”，为建设明星城、种好幸福树贡
献智慧和力量。

据了解，守护行动将培养一支
乐有所为、善于作为的“老兵新作
为”志愿者队伍，组织引导军休干部
发挥自身优势当好信息员、宣传员、
调解员、监督员、巡查员和参议员，
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防范恶性群体性事件，化解
邻里纠纷，开展青少年教育、弱势群

体帮扶等社区事务，开发红歌嘹亮、
军旅故事会、送医上门、暑期课堂等
符合社区居民需求的微项目等公益
活动，成为有效助力社区管理的着
力点。

为了更好地激发军休干部的积
极性，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军休服务
管理中心为依托，建立“军休之家”平
台，制定积分管理等激励政策，形成
军休干部志愿服务“付出、积累、回
报”机制，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市军休干部代表军休二所钱耀
忠向全市军休干部发出参加活动的
倡议，动员大会结束后，现场 91 名
军休干部与所在社区进行对接交
流，报名成为志愿者。

（丁洁 吕亦菲）

91名军休干部争做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特
殊志愿兵”

老兵新作为，温情暖家园

本报讯 昨天，由常州苏宁易购打
造的618家电王者联盟见面会在新北
苏宁影城举行。常州苏宁易购总经理
赵春勇以“雷神”形象，带领创维、老
板、美菱、美的、海信五位家电品牌负
责人，化身漫威电影中的经典人物，组
成家电“王者联盟”，现场为消费者送
福利并进行宣誓，承诺“全网拼速度，
迟就赔；全网比价格，贵就赔”。

据了解，此前苏宁易购线上公
布了 6·18 期间的 6 个重要节点，分
别是苏宁超级日、万券齐发日、超级
秒抢日、超级抢购日、超级拼购日和
巅峰家电日，除了给消费者带来更
多红包福利的同时，苏宁也抓住线
下主场的优势，为众多粉丝带来更
多新奇有趣的玩法。

赵春勇表示，苏宁保证在 6·18
活动期间，消费者购买苏宁线下门
店实物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
的苏宁或友商门店如发现有价格差
异，苏宁将立刻返还差价。

针对消费者的需求，6·18 期间

苏宁物流推出“付费准时达”，消费
者只需加 3 元钱，苏宁就能准时送
货上门，早到晚到都赔钱，保障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在售后服务上，严
格按照 30 分钟响应、2 小时内准时
上门、1 天内完成订单的“321”服务
标准，对乱收费等行业乱象说不，击
碎行业潜规则。

线下门店渠道，从 6 月 7 日至
18 日，到常州苏宁任意门店都可享
购家电满 2 万元返 2000 元苏宁易
购现金券的优惠，同时针对购买中
央空调推出免安装费的福利活动。
在线上渠道，苏宁也准备了秒杀爆
款、膨胀红包等一系列优惠。

6·18 期间，苏宁追加 10 亿元
“以旧换新”补贴，补贴重点从家电
产品升级到家电、手机、电脑等多个
品类，甚至电池产品都有专属的换
新补贴。与此同时，苏宁改变收旧
方式，消费者可以先来苏宁选购新
品，之后由苏宁上门送装，旧机同步
取回。 （周静）

承诺：全网拼速度，迟就赔；全网比价格，贵就赔

苏宁举行6·18家电“王者联盟”见面会

本报讯 6 日，常州市“常
爱童心”先心儿童救助项目
在市儿童医院启动，将通过
社会化运作的方式筹集善
款，为符合条件的先心儿童
提供救助。

自2008年起，团市委、市
卫生局、慈善总会、志愿者总会
等单位联合发起“捐出一张废
纸、奉献一片爱心”慈善公益活
动，市儿童医院组建先心专家
团队，为本地贫困家庭先心儿
童提供医疗救治。10年多来，
共筹集善款 410 余万元，为
210名先心患儿进行体检，为
152名符合手术救助条件的患
儿成功实施先心手术，累计救

助381万元。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本地市民医疗保障已基
本实现全覆盖，但在新市民群
体中，仍有因为经济原因导致
先心孩子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的情况。因此，团市委、市卫
健委、慈善总会决定，继续优
化项目内容，拓宽善款来源，
扩大捐助对象，向全市发起

“常爱童心”先心儿童救助项
目。

该项目通过社会化运作
的方式，主要通过3个来源筹
集善款：由回收公司面向全
市各单位，尤其是机关、企事
业单位回收废纸产生的善

款；由市义工联“衣衣不舍”
项目中领受免费衣服者捐助
的善款；由常州市毗邻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回收全市爱心
图书义卖后产生的善款。所
有善款均将直接打进市慈善
总会专项账户。

“常爱童心”先心儿童救
助项目将用于三类对象的先
天性心脏病治疗：一是本市户
籍贫困先心儿童；二是父母在
常工作满2年（以居住证办理
为准），并符合相关救助条件
的先心儿童；三是结对扶贫地
区符合相关救助条件的先心
儿童。

（钱群华 杨小霞 赵霅煜）

“捐出一张废纸、奉献一片爱心”10年多救助152名先心患儿

“常爱童心”先心儿童救助项目启动

本报讯 近日，市口腔医
院正式开通刷脸支付服务，
刷脸一次平均只需耗时 3 至
5 秒，比扫码支付快一倍。据
了解，这是全市首家开通刷
脸支付的公立医院。

市民吴女士带着小朋友
来看牙，觉得这项功能特别

方便：“我带着孩子到医院看
病，最怕就是付费了，一手抱
孩子一手还要掏钱包，现在
连手机都不用拿，看一眼就
付完了，真的省心。”

市口腔医院信息科科长
王磊告诉记者，医院采用的
刷脸支付功能基于支付宝的

大数据系统，只要在支付宝
APP 中开启“刷脸支付”功能
即可使用，现场不需要携带
手机和现金。今后，医院计
划进一步完善刷脸支付，使
其不需要在付费窗口也能完
成。

（何云开 赵霅煜）

刷脸一次平均耗时3至5秒，比扫码快一倍

常州公立医院第一家——

市口腔医院开通刷脸支付

本报讯 近日，由新北区人社局
与奔牛镇政府联合主办的“博揽人
才，集聚新北”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常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次专
场招聘会共吸引奔牛镇 50 多家企
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 300 多个。
招聘会上，签订意向性就业协议近
250份。

据介绍，这是奔牛镇首次到高
校组织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担
心现在的毕业生不愿意到乡镇企业
来。但来到招聘现场后发现，情况
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得多。”奔牛镇
人社所工作人员沈惠中介绍，“乡镇
上的企业近年来对人才的渴求加
大，很多企业的管理机制都很灵活，

薪酬待遇甚至和市区相比都很有竞
争力。而且，年轻人到这里锻炼的
机会更大，上升渠道较多，所以他们
对乡镇上的企业也越来越看好。”据
悉，奔牛镇今后还将继续到高校组
织专场招聘会。

（吕洪涛 图文报道）

奔牛镇首次到高校专场招聘收效良好

朱黎明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