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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茜 周健 高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15 天完成 5 米深
的混凝土基础；25 天完成 1100
吨钢结构安装，比正常情况提
前约 55%；装饰提前 40%⋯⋯
滆湖畔，“两湖”创新区规划展
示馆的建设一天一个样。记者
近日从现场了解到，目前，该项
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正进
行最后的设备调试与布展等。

“两湖”新地标——
“江南印”

“两湖”创新区规划展示馆
坐落于西太湖大道以东、揽月
路以北，占地约 45 亩，总建筑
面积约 9500 平方米，是集中展
示“两湖”创新区美好蓝图及建
设进展情况的形象载体，也是

“两湖”创新区建设起好势、开
好局的关键一环。

该项目以“江南印”为设计
主题。主体建筑用现代手法植
入江南古典元素，形似一枚枚
方形印章，结合庭院，营造出形

体错落的空间感。同时，巧妙
地借景揽月湾、西太湖观光塔，
与展馆建筑相融合。

从展馆建设任务启动，到 3
天内选定“江南印”方案，再到6
月 15 日 1 号馆所有施工图设计
完成，设计环节一环紧扣一环，
为后续展示馆项目顺利建设提
供了重要保障。

在展馆，沉浸式感
受“两湖”建设

规划展示馆承载着展示中
心、接待中心、招商中心、指挥
中心和青年中心五大功能定
位。

其中，1 号馆包含展示中心
和接待中心，建筑面积 6869 平
方米。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的 展 示 中
心，分序厅、六大主要展厅及数
字沙盘厅，面积近 3000 平方
米。观众在这里，可通过多媒
体艺术装置，感受常州城市发
展全面起势的时代画卷；通过
升降式交通沙盘，近距离了解

“常州南站中央枢纽”的多层次

结构空间；还能通过全国领先、
省内一流、展示面积达 700 平
方米的沉浸式数字沙盘，以裸
眼 3D 和空间穿梭的沉浸体验
方式，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感受“两湖”创新区的规划建
设。

接待中心设置 200 人的报
告厅、会议室、贵宾接待室等。

2 号馆建筑面积 2629 平方
米，主要为办公区、会议室、员
工餐厅等，将发挥招商中心、指
挥中心、青年中心的作用。

西太湖科技产业园规划建
设局副局长黄隽表示，展馆肩
负着让“两湖”创新区建设更加
可观、可感、可体验，激发全市
人民积极投身“两湖”主战场的
使命，“我们也希望通过展馆给
人们的直观感受，吸引更多创
新人才、创新企业、创新资源汇
聚于此，为‘两湖’创新区建设
导入更多‘源头活水’。”

建设快马加鞭，全
面跑出“两湖”速度

为高效快速推进展示馆建
设，作为建设单位，伟驰控股集
团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立刻
组织公司的精英力量进行了全
面安排部署。

伟驰控股集团开发建设事
业部部长王新介绍，“5 月 18 日
项目正式启动后，5 月 28 日正
式开始挖掘，6 月 15 日钢结构
进场施工，7 月 5 日内外装饰布
展全面进场，8 月 1 日综合管
线、道路绿化、景观工程同步进
场施工。目前，项目已经进入
收尾阶段。”

目前，“两湖”创新区规划
展示馆的设备调试与布展等工
作正有条不紊进行中。“我们将
在 9 月开馆运营。届时，将把

‘两湖’创新区的未来规划展现
在大家的面前。”王新说。

“两湖”新地标快速崛起

滆湖畔，“江南印”将于9月亮相

■许华玉 秋冰 金工宣 文
胡平 摄

今年 8 月，江苏汤姆集团
收获多多，不仅荣获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起
草的《涂料行业智能工厂通用
技术要求》和《涂料行业智能
工作评价规范》两项涂料行业
团体标准也正式发布⋯⋯

江苏汤姆集团董事长汤
建华说：“我们为全国 6000 多
家企业提供先进的智能包装
装备，产品 95%的零部件由自
己加工制作。企业能发展到
现在，都靠开拓创新、匠心做
事。实施‘产改’，抓教育培
训，为员工赋能，是企业发展
壮大的必由之路。”

汤姆集团已建成 4 个光
电展厅及农化产储一体化样
板车间，还设置了汤姆森教育
培训中心。培训中心针对不
同行业的智能化灌装线，分别
配置了虚拟动画、三维沙盘、
视频等教学方式，为培训人员
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
程。汤姆森新产品研发部总
监、培训中心讲师刘路介绍，
通过“内训+外聘”方式，安排
指导老师来培训员工，效率高
且大家更易接受与掌握，“针
对安装调试、仓库物流、技术
研发等不同的岗位，我们都会
制定相应的培训教材，分层次
分类别进行培训，这是员工快
速提高技能、掌握技艺的重要
路径。”

据了解，早在 2004 年 8
月汤姆集团就成立了教育培
训中心。他们自编了《智能工
厂认知》《智能灌装线安装调
试及维修入门》《智能工厂建
设指南》等几十门课程供不同
岗位的员工选择与学习，并与
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安徽工
程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常州
工学院等高校院所进行产学
研合作。今年 1 月，集团又与

常州工学院签约共建“智能制
造国家级产业学院创新与实
训平台”。汤建华认为，深化
产教融合，实行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借助“外脑”来提升员
工技能，可为企业实施“智改
数转”提供理论支撑、技能提
升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保障。

汤姆森精加工部的蒋志
超是企业一手培养出来的技
能型人才之一。2020 年他在
市万名技能人才岗位技能大
比武金坛赛区“金工匠”职业
技能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并获
3000 元奖励，还荣获“汤姆优
秀工匠”称号。为激励更多技
能型人才脱颖而出，汤姆集团
给蒋志超配套发放 8000 元奖
励。通过技能比赛，汤姆集团
涌现出了一批专业技能和业
务能手，培育了“百人技术团
队”“百人忠诚团队”和“百人
售后团队”三支懂技术会创新
的核心团队。

为激发员工创新创造激
情，汤姆集团于去年 8 月制定
实施了“职工技术创新专项集
体合同”，设立技术创新型、功
能创新型、技改创新型、管理
创新型四类奖励标准。其中，
技术创新型的专利类奖励制
度按件数来奖励，发明专利奖
励 9000 元/项、实用新型奖励
3000 元/项 、外 观 设 计 奖 励
500元/项。由此，员工的创新
热情更高，工作中更善于发现
问题、仔细分析问题、快速解
决问题。近 3 年来，仅子公司
江苏汤姆森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就取得授权专利 90 多件，
其中发明专利 8 件（另有受理
的发明专利 30 多件），登记软
件著作权 17 件。为此，集团
兑现员工的奖励金额达 60 多
万元。通过实施“产改”，员工
的收入增加了，企业的销售额
也不断增长，2020 年企业的
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比 2019 年
均增长 15%以上，同期员工收
入也增加了10%—15%。

——江苏汤姆集团“产改”侧记

培训+激励，
为员工赋能，助企业腾飞

■何一智 常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 8 月 28 日在
常州经开区东方智慧科技园项
目建设工地看到，极具现代感
的办公大楼已竖起，一派热火
朝天的施工景象。

东方智慧科技园项目位于
革新河东侧、山水路南侧、五一
路西侧，总用地面积 122 亩，总
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分两
期建设。项目将围绕新型医疗
器械产业，通过构建“科研、商
务、生活、生态”为一体的产业
发展平台，为常州打造千亿级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集群
注入全新动能。

据了解，项目一期将建设高
标准独栋厂房 23 栋以及 1 栋多
功能展示中心，为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公共服务空间，并集中展示
常州经开区科技创新成果。项
目二期配套建设 1 栋 12 层的青
年人才交流中心、1栋19层的科
技孵化大楼以及2栋专家公寓，
提供高标准人才公寓 448 间。
同时将建设 5.7 亩水面，与东方
新城中央花园廊道互相映衬，营
造绿色体验式花园办公环境。

“围绕生命健康产业链制
定招商规划，努力打造成国际
一流的新型医疗器械研发生产
基地。”东方智慧科技园项目招
商负责人徐峰说，目前项目一
期已完成铝合金门窗窗框安装
及外墙涂料作业，预计年内竣
工验收；项目二期完成桩基施
工，正按施工节点加快建设。

聚焦新型医疗器械产业

东方智慧科技园（一期）年内将竣工

江苏汤姆集团生产车间一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