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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懿 朱元洁

本报讯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2022 中国企
业 500 强”榜，中天钢铁集团以营收
1903.8亿元位居139位，上升27位，
连续18年荣列中国企业500强。

同时，在本月发布的“2022 中
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中，中天钢铁
以81.75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冶金
有色领域前10位，名列第9。

据悉，“2022 中国企业 500 强”
榜入围门槛为 446.25 亿元，较上年
提高 53.89 亿元。营收超千亿元企
业数量增至 244 家。“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信息发布”已持续 9 年，是建立
中国特色的品牌价值评价机制、推
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
也是衡量企业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综合指标。

中天钢铁集团成立 21 年来，始
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不断加
快转化前沿技术、持续创新突破，先
后攻克轴承钢夹杂物、钢帘线网碳
等普遍性行业难题，已拥有 10 余项
全球、全国首创核心技术。集团连
续 10 年位列全球 50 大钢企，获“行
业品质卓越奖”“中国卓越钢铁企业
品牌”等称号，先后获民营钢企首个

“中国工业大奖”企业奖、获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认定、获评A+级竞争力
极强钢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现

品牌价值质的飞跃。
近年来，中天钢铁牢牢抓住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新机遇，围绕“一总
部、多基地”的战略布局，现已形成
常州、南通、淮安三大生产基地。其
中，常州基地是全球单体最大的优
特钢棒线材精品基地；南通基地建
设一期 800 万吨、远期规划 2000 万
吨的世界级高端绿色临港钢铁产业
园；淮安基地建成 150 万吨、全球规
模最大的超高强精品钢帘线基地。

中天钢铁打造了完备的人才强
企生态链，通过“人才强企发展规划”

“硕博人才引智计划”等人才培养战
略，吸引招纳优秀青年人才，不断优
化人才结构，实施人才动态储备，培
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视野、新知
识的青年人才，多元化人才体系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用实力铸造精品，用品质诠释
价值。目前，中天钢铁拥有高技术、
高品质、高附加值钢种 700 余个，广
泛应用于铁路轨道、汽车轴承、核电
风电等领域。多项“中天”牌产品荣
获“冶金实物金杯优质产品”“江苏
精品”“高新技术产品”等荣誉称号。

“围绕‘炼就非凡品质、构铸美
好生活’的使命，以人才发展为‘主
芯’，管理、科技为‘双核’的中天钢
铁，将在创新驱动引领下，朝着世界
500 强企业这一目标奋力迈进。”中
天钢铁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党委
书记董才平表示。

品牌价值跻身冶金有色领域前十位

中天钢铁连续18年荣列中国企业500强

■栾春娟 芮伟芬

本报讯“真方便啊，这么
快就办完了，我可以马上到学
校申请上学了。”近日，退役军
人蒋钰焘来到武进区政务服务
中心，在退役军人报到专窗办
理了报到、预备役登记、大学重
新就读、社保办理和落户等手
续，全程只花了不到半小时。

2 年前，刚上大一的蒋钰
焘从武进区湖塘镇报名参军；
今年 9 月，他从浙江某部退
役。“听说返乡报到很麻烦，要
跑五六个地方，但是我一点都
不担心。”蒋钰焘说，早在 8 月
份，武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
作人员就与他联系，确认他今
年要退伍，将他拉进了一个微

信群，群里有专人解答返乡政
策，指导准备材料。通过群里
推送的武进区军人退役“一件
事”办理平台小程序，他们还
可以在线提交、填写材料并预
约办理。

9 月份是退役军人返乡
季。9月13日至9月16日，武
进区集中办理退役军人返乡
报到。按照往年惯例，退役军
人返乡手续烦琐，共涉及 7 个
部门、13 个政务服务事项，办
理通常至少需要三四天，耗时
耗力。

为让退役军人暖心返乡、
少跑路，武进区成立军人退役

“ 一 件 事 ”改 革 专 门 协 调 小
组。该区行政审批局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科科长史立华介
绍，他们协调了 7 个部门，重

构办事流程和业务流程，对退
役军人“一件事”所办理的政
务服务事项进行优化整合，提
前介入，打通堵点，共享数据，
在全市首次实现退役军人可
以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当场
办好落户、申办身份证、领取
临时身份证，拿到提前制好的
社保卡，真正做到“进一门、跑
一趟”。

武进区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主任刘春强告诉记者，“一
件事”是对退役军人全生命周
期服务的开始。后期，他们将
积极落实退役军人适应性培
训、补贴性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扶持和优抚帮扶等政策，积
极帮助退役军人转变角色，尽
快融入地方，更好地实现个人
价值和社会价值。

当场落户、领取临时身份证、拿到社保卡——

武进退役军人办返乡手续只需“进一门、跑一趟”

■芮伟芬 蒋斌 文 胡平 摄

本报讯 9 月 20 日起，我
市今年下半年入伍新兵陆续起
运前往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今年下半年征兵，常州共
有 500 多名优秀青年光荣入
伍，其中大学生占比超 95%，
大学毕业生比例超过 70%。9
月20—25日，新兵将分批前往
河北、湖北、陕西、广东等地，服
役武警、陆军、空军、火箭军等
多个军种。新兵起运期间，常
州军供站在新兵候车室设立专
门服务保障点，为每一位新兵
送上定制迷彩洗漱包，并准备
好热饭菜，让他们带着“家乡的
味道”踏上征程。

今年下半年首批新兵起运

9月19日，常州香格里拉
大酒店联合常州和谐汽车集
团—玛莎拉蒂常州常骏行共
同举办酒店松鹤厅焕新重启
仪式。

当天，玛莎拉蒂向全球
首发的全新 SUVGrecale 以全
能表现、卓越性能与创新奢
华的标杆形象现身常州香格
里拉，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意
式态度先锋玛莎拉蒂“日见
新生”的卓然魅力。香格里
拉松鹤厅焕新重启，典雅奢
华而不显奢靡，庄严大气而
又处处别具巧思。宾客共同
鉴赏秋季新菜品“冰镇长荡

湖大闸蟹配冰淇淋萝卜”“云
南珍菌炖鲟龙鱼筋”等，每一
道菜品都彰显了香宫厨师们

的别出心裁和娴熟技艺。
■陶亚兰 刘克林 高岷

图文报道

香格里拉酒店松鹤厅焕新重启
■袁彩霞 秋冰 胡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20日获悉，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至基苏木和纳纽基两条
米轨线路，在分别停运15年和12年
后日前相继恢复通车，为当地民众出
行带来极大便利。为这两条线路提
供牵引动力的是由中车戚墅堰机车
有限公司专门研制的4台米轨机车。

随着中国造机车的到来，结束
了这两条米轨线路 10 多年无铁路
客运服务的历史，4台机车以良好的
运行表现回应了当地民众的期待。
按照当前运力安排，内罗毕至基苏
木客运线路是夜间开行，客车每周
五 18∶30 从内罗毕发往基苏木，全
程 10 小时；每周日 18∶30 从基苏木
开往内罗毕，全程 12 小时。内罗毕
至纳纽基客运线则是每周五 9∶00
从内罗毕出发，全程 8 个小时，每周

日上午再从纳纽基返回。据统计，
自 8 月 1 日至 9 月初，4 台米轨机车
合计安全运行超 10 万公里，经受住
了线路上42‰坡道的考验。

据了解，2021年3月，中车戚墅
堰公司与肯尼亚铁路投资开发和建
设运营方——中国路桥签订了 16
台米轨机车采购协议。针对肯尼亚
米轨线路小曲线转弯多、坡度起伏
大且长等特点，中车戚墅堰公司定
制化研制了 12.5 吨、14 吨、18 吨三
款不同轴重的交直流电传动米轨内
燃机车。该系列车型系统简单、适
用性强、易维护，可在暴雨及风沙地
区正常使用。目前，中车戚墅堰公
司正在制造余下的 12 台机车，待制
造完成将陆续发运当地。

基苏木、纳纽基两个城市都是
肯尼亚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更多机
车投运，将会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
民众出行带来积极影响。

肯尼亚两条停运多年的铁路再通车

助力其新生的米轨机车是“常州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