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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 王晶晶 朱元洁
陈明 图文报道

本报讯 第六届全国 QC
小组故事演讲比赛（江苏赛
区）近日在中天钢铁举行，来
自中天钢铁、南京钢铁、国网
江苏电力等 30 家企业的 40
个 QC 故事登台亮相。最终，
中天钢铁获一等奖 2 个、二等
奖2个、三等奖1个，连续两年
入围全国总决赛。

QC 小组，即质量管理小
组。该演讲比赛是中国质量
协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助
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旨
在弘扬持续改进、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已连续举办6届。
本届比赛共设 6 个分赛

区，各分赛区一等奖将推荐至
全国总决赛。自 2020 年首次
参赛以来，中天钢铁累计斩获
全国二等奖 2 个、省一等奖 5
个、省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1

个。
8 年来，QC 活动已成为

中天钢铁引领企业创新创效、
青年员工成长成才的重要平
台。截至目前，已创建青年创
新创效 QC 小组 100 余个、完
成课题超 450 项，每年为企业
创 造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超 1200
万元，其中优秀课题近 100
项，十余个课题或小组获国家
级荣誉。

作为“中国工业大奖”企

业奖唯一获奖民营钢企，中天
钢铁坚守“质量是生命线”理
念，多次荣获“行业品质卓越
奖”“国家标准创新贡献奖”

“冶金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
等，成功入选高端装备制造、
工程机械、核电风电等领域的
全球供应商名录。切割钢丝、
超高强度大桥缆索用盘条以
及军工钢等产品的成功量产，
进一步实现优特钢高精尖领
域的“中天创造”。

QC小组故事演讲比赛

中天钢铁连续两年入围全国总决赛

■黄洁璐 俞志成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武进区
交通部门获悉，6 月 28 日，青洋路
快速化（滆湖路—武进大道）工程
将正式通车。项目开通后，将进
一步助力我市“高快一体”路网体
系建设：通过礼嘉互通，与沪武高
速（G4221），也就是沿江高速互联
互通；联通运村收费站，可通过
S58 苏锡常南部高速前往无锡、
苏州、上海等地。

青洋路快速化（滆湖路—武
进大道）工程全长 6.735 公里，起
于滆湖路，向南与青洋路快速化
一期工程跨武进大道大桥相顺
接 。 项 目 总 投 资 21.8 亿 元 ，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启动建设。项
目采用全高架快速路，地面道路、
高架均为双向 6 车道，其中高架
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地面道

路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
此前，青洋路北段和南段均

已实现快速化。随着青洋路车流
量增大，中间这段 6.7 公里的普通
道路成了“肠梗阻”。该项目通车
后，将实现青洋路全程快速化：武
进区所有乡镇实现 15 分钟上高
速、30 分钟到中心城区、60 分钟
抵达对角线乡镇；来往常州中心
城区和太湖湾地区的百姓，可享
受全程畅行，单趟车程可压缩到
半小时以内。

常州辉宇蓝莓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武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距
离青洋路只需 2 分钟车程。负责
人史学琴告诉记者，公司选址时，
正是看中了武南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便利的交通条件。“蓝莓是时鲜
水果，主要以常州本地销售为主，
送货方便更利于销售。通车后，
往湖塘送货可以全程走高架，大
约只要10分钟。”

青洋路快速化（滆湖路—武进大道）工程28日通车

市中心去太湖湾玩可畅行

■常体 吕亦菲

本报讯 世界羽联（BWF）近
日宣布了 2023—2026 年羽毛球
世界巡回赛举办城市名单，常州
从众多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获
得 公 开 赛 的 承 办 权 。 中 国（常
州）公开赛与全英公开赛、印尼
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公开赛同属
一个级别，是仅次于世锦赛、奥
运会的高级别羽毛球国际赛事。

羽毛球运动和常州有着不

解之缘，从 2008 年起，常州市连
续十年承办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创造了国内在同一座城市连续
举办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赛事的
纪录。

2018 年，常州又获得了世界
羽联巡回赛 2018—2021 中国公
开赛的承办权，但比赛受全球疫
情影响停摆。

目前，常州市业余羽毛球爱
好者人数已超 6 万人，全市拥有
标准羽毛球场 1100 余片，正规羽
毛球俱乐部近80家。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再次落户常州■皇甫 杨曌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常州刘国钧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近日举行汪鹤
鸣烙画工作室成立仪式，聘请
汪鹤鸣为刘高职客座教授。

常州烙画系汪家祖传技
艺，汪鹤鸣自 1963 年开始学
习烙画，1967 年开始创新发
展烙画艺术，将烙画和色彩相
结合，形成了常州烙画“古朴、
厚重、典雅、细腻、鲜亮”的特
色。2002 年退休后，汪鹤鸣
先后在常州、南京、深圳和无
锡等地 9 次举办个人烙画作
品大展，8 次应邀参加上海世
博会等国家大师工艺美术会
展，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工美
大奖，数十幅作品为著名美术
馆和个人收藏，著有《彩色烙
画技法》等。

当天，汪鹤鸣正式接受刘

高职艺术设计系副主任李鸣
楼为徒，并签署了师徒协议。
汪鹤鸣希望青年老师和学生
们对烙画这一门艺术能够做
到真喜爱、勤烙制、多交流、争
大奖、敢创新。

李鸣楼表示，不仅要向汪
鹤鸣老师认真学习烙画技艺，
还要把包括烙画在内的、学校

已经创办工作室的“留青竹
刻”“乱针绣”“篆刻”等多种非
遗项目融入艺术类专业课程
建设中，采用项目化教学手
段，把丰富多彩的传统工艺美
术等多种文化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
知大师的工匠精神，提升学生
职业素养、综合素养。

刘国钧高职校成立汪鹤鸣烙画工作室

■郏燕波 吴叶飞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文旅厅公示
了 2022 年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录名单，我市郑陆镇牟家村、
戴埠镇深溪岕村和天目湖镇桂林
村入选。

我市本次入选的 3 个村，文

化和旅游资源丰富、开发合理，
乡村文化传承保护、转化发展较
好，旅游产品体系成熟、品质较
高，乡村民宿建设主题突出、规
范有序，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完善，体制
机制完善合理、运营高效，带动
创业就业、经济社会发展等效益
明显。

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名单

我市3个村入选

■郑雨露 郭曼茹 李星宇

本报讯 昨天，在常州通
用自来水有限公司举行授牌
仪式，该公司服务中心被授
予“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
号。

常州通用水司服务中心
成立于 2002 年 8 月，迄今已
对外服务 20 年。该中心多年
来通过坚持精细管理，跑出了
服务“加速度”。该中心建立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管理
服务体系，推行“五公开”的亮
化工程，即公开名牌服务、公
开党员身份公示桌牌、公开收

费标准、公开办事程序、公开
服务承诺，引导员工“把身份
亮出来、让称号响起来、使形
象竖起来”。

家里漏水怎么自检？水
压小的情况怎么解决？阶梯
水价如何收取？对于社区居
民的咨询，通用水司服务中心
依托多媒体网络平台，深入推
进在线服务模式，积极拓宽收
费渠道解决客户缴费难题，真
正实现流程更简化，服务更高
效。该服务中心“水润万家”
志愿者网格服务队还将服务
阵地前移，落实志愿服务走近
居民身边，履行为民办好事解
难题的承诺。与共建社区定

期开展“扶贫捐赠乐参与”“道
德讲堂进社区”“免费为孤寡
老人安装智能水表”等活动，
让服务助力美好生活。“康莉
君劳模创新工作室”探索并提
炼出的“真情九久”服务法，架
起了常水和客户之间沟通与
理解的桥梁。

据悉，2022 年“全国工人
先锋号”荣誉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公布。此前，通用水司已获
得全国“青年文明号”、江苏省

“工人先锋号”、江苏省“优质
服务窗口”、江苏省“五一巾帼
标兵岗”、常州市“巾帼文明
岗”十佳服务品牌和常州市

“文明窗口”等多项荣誉。

常州通用水司服务中心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

荣获一等奖的演讲《赓续前行 奋楫争先》在比赛中

汪鹤鸣（左）在活动现场

戴埠镇深溪岕村戴埠镇深溪岕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