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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横林镇江苏洛基木业
有限公司举办地板文化节，开幕当天现场
签售超过了300单，达1.6万平方米。

公司董事长助理沈时初告诉记者，
公司主要生产强化木地板、秸秆地板、木
塑地板等产品。与实木地板相比，这些地

板都不需要耗费森林资源。去年，该公司
生产地板 700 万平方米，约用掉 260 万
张人造板，如生产同样多的实木地板，将
耗去6.19万立方米木材。

据了解，横林镇作为“中国强化木地
板之都”，拥有强化地板企业170多家，去

年共生产地板 2 亿平方米，节约木材
176.85万立方米。目前，横林镇已成为国
内首屈一指的强化木地板特色产业集群，
产品出口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份额占全国同类产品的65%左右。

常州市地板协会秘书长丁惠兴介

绍，目前横林地板除强化木地板外，还有
木塑地板、PVC 地板、防静电地板、耐火
地板、新型阻燃地板等，其共同点是不需
要耗费森林资源，而是采用人造板及其
他新材料。

（舒泉清 王兴法）

横林镇170余家强化地板企业

一年节约木材176.85万立方米

本报讯 日前，由工信部主办的“服
务型制造万里行”活动在江苏南京、常州
同步启动。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
的新型产业形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方向。江苏作为万里行活动的首
站，充分说明了国家工信部对江苏及常
州服务型制造工作的认可。

据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2年
以来，我市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开始
全方位推进服务型制造工作，在全面推动商
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等方面作了不少探索，并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活动期间，常州今创集团、无锡双良、苏
州博众和徐工集团4家省级示范企业将在
各地作现场经验交流，其提供的经典案例也
代表了目前我省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水平。

常州今创集团是以设计服务引领企
业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典型代表，通过建
设贯穿产业链的研发设计服务体系，加
大对设计研发的投入和应用，面向轨道
交通行业开展专业化、高端化服务。其
在轨道交通内装细分行业中占据国内
52%以上份额，年销售额超百亿，利税
20多亿元。 （陈申 孙东青）

全国服务型制造万里行
活动启动

今创集团作
现场经验交流

本报讯 因公墅桥封闭施工需
实施交通管制，公交将于15日起对
涉及的304路公交作临时调整。

304 路：由前黄公交中心站始
发，按原线行驶至东沙村道东方村
道路口后，调整行驶东方村道（南寨
桥）、湖滨路至夏坊终点站往返行
驶。撤销东沙村道行驶路段，同步
撤销“东沙、小河”双向停靠站。

健身路（关河西路—博爱路）、
华山南路（关河路—芦墅小学段）
道路施工已结束，公交于 8 月 9 日
起恢复 24、56、232、43、45、203、
206 路公交，同步恢复相应公交停
靠站点。

以上线路调整后服务时间、投
放车辆、票制票价均保持不变。

（何鹏 宋婧）

健身路、华山南路7条公交恢复原线

公墅桥封闭施工

公交304路临时调整
7日下午，金坛区果品协会组织的第2届金坛时令水果市民品鉴会在金沙广场举行。47家水果生产企业、家庭农场及

个体种植户参展。
现场举办了葡萄评比大赛，夏黑、阳光玫瑰、红宝石等8个品种36个样品，一一编号，由市民品尝后自主投票。比赛吸

引了近2000位市民参与，专家评审组对参赛葡萄打分。最终，小谢家果园、久红生态园等5家获得金奖，金沙种植园等5家
获“市民最喜爱的果品”奖。 陈玉婷 文/摄

在溧阳市上兴镇永和小学，
有 一 位 26 年 坚 守 农 村 的 乡 村 教
师——毕庆海，日前被评为该市
师德模范。

毕庆海是句容人，1991 年从
师范毕业后，他背着简单的行囊，
带着美好的憧憬来到溧阳市最为
偏远的一所村小——上兴镇永和
小学，迎接他的是破败的校舍和脏
兮兮的孩子。“当时学校只有 4 名
老师，他们的年纪都很大，每人都
教好几门功课”。

刚开始任教时，每月工资仅
140 元，要供养家人确实是一件难
事。一时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他
不知所措，几乎萌生了离开的想
法，但校长劝他留下，学生们又眼
巴巴地望着他。毕庆海想想自己才
进入角色，学校又紧缺老师，就留
了下来。

这一留便是 26 年。多年来，毕
庆海一直担任班主任，用无私的爱
滋润着每个学生。有一位学生母亲
早逝，父亲体弱多病，无力管教他，
造成他性格孤僻，学习成绩也较差。

但毕庆海始终没有放弃他，认真分
析其问题成因和孩子的个性特点，
发现他身上也有闪光点，每天给他
补课，让其找到自身价值。在毕庆海
无微不至的帮助下，孩子改掉了陋
习，成绩也有了飞跃。

翻开毕庆海一本本厚厚的家访
日志，记者看到日志内容丰富而详
实，涉及家长、临时监护人的基本信
息，以及学生的思想动态、存在的问
题及近期变化等。

2012 年的一天，毕庆海突然感
到心跳过快，送到医院时心率达到
了 230 次，医生劝他请假去大医院
进行激光介入治疗，但当时他忙于
备战紧张的小升初考试，只得把身
体的疼痛搁置在一旁⋯⋯

毕庆海连续数年被评为校优
秀班主任，受到当地政府的多次表
彰。他说这些都不足挂齿：“我没有
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是履行了
做教师应有的责任。我慢慢地觉得
教书不仅是一种职业，已成为一种
习惯。”

芮曼菁 贡雨家

——记溧阳上兴镇永和小学教师毕庆海

26年乡村教师

本报讯 近日，常州星宇车灯公司
收到德国宝马汽车集团的通知，成为德
国宝马车型代码为 F45/F46 后组合灯
的全球平台配套供应商。

常州星宇车灯公司是一家研制、生
产、销售汽车车灯的专业厂家。多来年，
企业一直奉行“要做就做最好”的精品制
造理念，瞄准高端产品市场，研发出众多
高科技含量的车灯系统，稳步迈进了世
界一流汽车车灯配件供应商行列。

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为一汽集团、
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奇瑞汽车、东风日
产等公司配套。由于供货及时、质量稳
定，被多家汽车厂家评为“优秀供应商”。

目前，公司正积极配合德国宝马推
进该项目后续事项。 （陈申 孙东青）

向世界一流车灯
供应商稳步迈进

星宇车灯成为德国宝马
配套供应商

本报讯 站在地面温度超过 40℃
的酷暑烈日下，不干活也会使你大汗
淋漓。可特检人员钻进接近 50℃的
球罐内进行检测，那滋味可想而知。

日前，1 台 1300 立方米的苯储罐经过
特检人员连续4天的奋战，终于100%
检测完毕。

位于新北滨江工业园区的常茂生
物化学工程股份有
限 公 司 的 这 台
1300 立方米的苯
储罐需要大修，根
据企业生产安排，
必 须 要 在 7 月 29
日前对罐体检测完
毕 并 投 入 正 常 使
用。

尽 管 连 日 高
温，但江苏特检院
常州分院容器检测
人员依旧奋战在检
测现场。高级工程
师严欣明说：“储罐
内，闷热浑浊。因
是易爆易燃的苯储
罐，检测时又需格
外谨慎。进入罐体
内的检测人员必须
身着厚厚工作服、

脚穿铁板鞋、口戴防毒罩、头戴安全
帽，在罐体内检测 1 个小时左右必须
出去透气，怕体力不支发生危险。”

据介绍，每天全市需检测的球罐
有许多。由于压力容器罐体存储的介
质和使用环境各不相同，其检测周期
为 4-6 年，所以每只罐体的罐壁都必
需进行厚度和硬度检测，任何部位都
不能有丝毫疏漏。严欣明说，像这个
1300立方米的球罐，七八个人一般要
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他们分3班
轮流作业，分别对罐体焊缝进行检
测。遇上泄漏部位，还得重新制订修
复方案，并进行返修、再检测，那花的
时间就更长了。

记者了解到，大型球罐的检测以宏
观检验、无损检测为主，无损检测广泛
采用荧光磁粉检测、超声TOFD等新技
术，可大大提高缺陷检测灵敏度。目
前，常州地区的在用压力容器、在用压
力管道安装监检和检验，都由江苏特检
院常州分院承担，检测师们每天巡回在
压力容器间，马不停蹄奔波在检验路
上，确保大型化工危化罐安全运行。

（张海涛 苏文娟 秋冰 文/摄）

在50℃的球罐内检测

第 31 届奥运会开幕前夜,武进假日酒店举办“奥运狂欢夜”第四届音乐
啤酒节,法国小乐队助兴，跳集体狂欢舞,数百名市民在这里喝啤酒迎奥
运。图为吸啤酒比赛现场。

马英 周麟 刘克林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