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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琦 孔凡久）第十六届
残奥会于8月24日至9月5日在日本
东京举行，中国派出251名运动员参
赛，其中包括17名徐州籍运动员。记
者从徐州市残联获悉，截至9月 1日
中午，徐州籍运动员已获得 16金、3
银、3铜共22枚奖牌。

8月25日，徐州籍运动员冯彦可在
残奥会比赛首日轮椅击剑男子佩剑个人
赛B级比赛中为中国队夺得第二金，这
也是江苏团队获得的首枚金牌。时隔3
天，冯彦可在轮椅击剑花剑B级男子个
人赛项目中夺冠，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孙刚获得男子花剑A级个人金牌、
男子花剑团体金牌；胡丹丹获得举重女
子50公斤级金牌；冯攀峰获得乒乓球男

子TT3级单打金牌；刘静获得乒乓球女
子TT2级单打金牌；周影获得乒乓球女
子TT4级单打金牌；闫硕获得乒乓球男
子TT7级单打金牌；张变获得乒乓球女
子TT5级单打金牌；邹莉娟获得田径女
子标枪F34和女子铅球F34级项目金
牌；边静获得女子重剑团体金牌和女子
佩剑A级个人金牌；周景景获得女子花
剑团体金牌；薛娟获得乒乓球女子TT3
级单打金牌。

此外，孙刚、田建全参与男子重剑团
体项目比赛，获得银牌；曹宁宁获得乒乓
球男子TT5级单打银牌；周景景获得女
子花剑B级银牌；田建全获得男子佩剑
A级个人铜牌、男子重剑A级个人铜牌；
边静获得女子重剑A级个人铜牌。

徐州健儿东京残奥会摘金夺银

本报讯（张耀文 陈磊） 8月 27
日，徐州市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正式
揭牌。该实践基地由徐州市文明办建
设指导、徐州市教育局管理，是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其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校外教育场馆。

实践基地位于徐州市奥体中心
园区内，建设面积约1.4万平方米，可
同时容纳 300 名中小学生开展实践
活动。据实践基地负责人杨倩介绍，
在课程设计方面，基地秉承“创新启
迪智慧，实践创造未来”的理念，配备
专业实践课教师，围绕理想信念、体

育健康、历史文化、环境生态、科技创
新五大主题，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

“红橙金绿蓝”五色课程体系，让其在
轻松快乐的氛围中提高动手能力、文
明素质，磨炼意志品质，实现全面、和
谐、健康发展。

该实践基地借助徐州丰富的文化
资源，延揽社会资源，融合多方力量，在
淮海战役纪念馆、马庄村、运河支队抗
日纪念馆等处设立10余个未成年人社
会实践分基地，不断开发更多本土化特
色课程，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徐州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讯（张涛 李思睿） 8月 23
日，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召开徐州港金山
桥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初步设计
审查会。与会专家听取设计单位汇报
后，经过认真讨论，充分肯定项目建设
意义，一致同意初步设计通过审查。

金山桥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
是以装卸件杂货及集装箱为主的公共
码头作业区，共布置25个泊位，包括8

个2000吨级集装箱泊位和17个2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930万吨。项目估算总投资21.1亿元，
建设工期22个月。

项目建成后，将对加快推进徐州淮
海国际陆港建设、打造徐州东西双向开
放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推进运输
结构调整、服务徐州及周边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金山桥公用码头年通过能力近千万吨
一期工程初步设计通过审查

本报讯（杨琦 徐公轩） 8月 26
日，徐州市公安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今
年4月以来全市集中整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专项会战成果——通过开展“断
卡”“云剑”“蓝剑”等系列行动，5个月
来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565名，打掉犯罪团伙113个，破获各
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13起，查获涉案
资金36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多发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实现了“发案、
损失双下降”工作目标。

专项会战期间，徐州公安打出一整
套反诈防诈“组合拳”，拦截封堵、止付
冻结等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累计拦截恶
意欺诈网址13.86亿次，关停静默电话

号卡和涉诈电话号卡80余万个，预警
干预劝阻潜在受害人90余万人次，拦
截被骗转账汇款1500余次2400余万
元，依法冻结涉案资金1.48亿元。

持续强化重点行业监管治理，严格
执行定期通报和红黄牌警告等制度，通
报问题线索643条。徐州对公涉案账户
数量同比下降90%，涉“两卡”线索环比
下降41%，抓获开贩“两卡”人员171名。

精心组织“全民反诈”宣传，目前徐
州警方已组织开展反诈宣传“梳网清格”
专项会战12次，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识骗
防诈能力，全市5000余家银行、运营商
营业网点与公安机关建立联动机制，2.7
万余名网格员参与反诈防骗宣传工作。

打掉犯罪团伙113个 破获各类案件913起

徐州公安反诈防骗战果丰硕

本报讯 （杨琦 陈琪琦） 近日，
记者从徐州市大龙湖旅游度假区管
理办公室获悉，坐落于徐州新城区大
龙湖畔的淮海国际博览中心一期项
目即将建成，中央登陆厅将于9月初
投入运营。

作为徐州面向世界的“全球会客
厅”，淮海国际博览中心占地面积
120.8公顷，投资近百亿元，是目前淮
海经济区最大的展示中心，将成为全球
信息交流、消费体验和行业前沿动态展
示的超级平台。

作为城市形象窗口，该博览中心坐
拥千亩滨水活力区（规划）生态景观、故
黄河景观带、大龙湖景区等不可复制的

自然资源，中心周边拥有3条城市主干
道、2路设站轻轨，外衔徐州高铁站、观
音机场，多维立体的交通网，可实现省
市、国际交通的无阻切换。

建成后的博览中心集展览、会议、
餐饮、娱乐、文化旅游等功能为一体，涵
盖重荷载展厅、轻荷载展厅、多功能厅、
会议室等业态，成为游客以及市民休闲
娱乐“打卡地”。

目前，该项目一期工程整体完成近
75％，东展馆已竣工验收，正在进行局
部景观收尾工作，预计9月中旬开始移
交并运营；西展馆金属屋面完成70％，
幕墙工程基本完成。预计一期工程于
11月前建成完工。

淮海国际博览中心
中央登陆厅即将投用

高质量赋能品牌发展

质量是创新和管理能力的体现，
优秀的中国品牌，离不开过硬品质，没
有品质作基础，品牌建设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徐工以质量为基创新
发展的历程，正是王民带领徐工人，坚
持“刀刃向内”、强制转型、建设世界一
流品牌的例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取得自
营出口权的徐工，正摩拳擦掌准备在
国际工程机械领域展现东方力量。很
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徐工成
功拿下一个美国客户采购两台16吨
轮式起重机的订单。

这是徐工产品第一次进入发达国
家高端市场，企业上下欢欣鼓舞，像

“嫁女儿”一样举行了隆重的发车仪
式。然而，经过50多天的海上颠簸，
产品到达大洋彼岸时，由于海水、海风
侵蚀，汽车起重机油漆严重剥落，甚至
出现漏油现象，美方人员坚称“这是二
手货”，坚决要求退车。

新车变成“二手货”，这刺痛了每
一名徐工人的心，也让王民和徐工人深
刻意识到必须“靠质量赢得尊严”。“产
品质量好不好，是员工素质、企业素质
的体现；说大了，是一个民族素质的体
现，也是国家形象的体现。”王民说。

徐工上下随即展开一场以产品质
量为中心的大反思。2001年，徐工在
行业内率先推行卓越绩效模式，奠定
了经营质量管理的基础；2012年，徐
工形成独具特色的XPS持续变革系
统；2015年，徐工提出高质量、高效
率、高效益、可持续“三高一可”高质量
发展理念；2016年，经过总结提炼，徐
工形成独特的质量管理模式——“徐
工‘技术领先、用不毁’助您成功质量
管理模式”。

高质量加速技术革新

宁夏盐池毛乌素沙漠腹地，风速
瞬间可达7级，这里正在建设一座拥

有87台风机的风场。有着20年风机
安装经验的工程师李占虎，驾驶专门
为风机吊装研制的徐工XCA1600全
地面起重机，准备将138吨的风机机
舱吊至110米高空进行拼接组装。

然而，由于沙漠里凹凸不平，安装
地点的水平线比预计的高出一米，机
舱无法在高空中与塔筒顺利连接。

此时，5G网络已将这台起重机的
现场运行数据回传徐工，徐工重型工
程师李戈迅速计算出当前臂架承受的
复合承载，不到两分钟，宁夏这台
1600吨轮式起重机的臂架延伸高度
数据就更新完毕，重新开始吊装。

这是徐工数字化发展的一个缩
影。当前，智能制造、推进智能化转型
已成为企业未来取胜的关键，徐工采
取主动出击、高端布局工业信息化建
设的方式，打造具有徐工特色的智能
制造模式。

徐工的智能制造已进入“智造
4.0”阶段，其围绕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提升设备OEE、降低采购成本、提升
数字化服务能力等方面，对照国家标
准，提升智能制造能力水平，驱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

不只是智能制造，徐工还将创新作
为发展核心动力，既推动企业创新，更
带动行业革新。近几年来，徐工以每年
至少推出一项突破性技术的速度，生动
诠释着中国制造品质革命。

2017年以来，徐工强力推进“技
术领先、用不毁”行动金标准落地工
程，推动发起建立高端工程机械及核
心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积
极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按照
高端、高附加值、高可靠性、大吨位“三
高一大”产品战略，在技术创新领域喜
获丰收。

截至今年6月底，徐工拥有国内
有效授权专利8147件，拥有国际专
利 105 件，制定并发布国际标准 5
项；累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5
项、中国专利金奖2项，牢牢将标准

掌握在自己手中，登上国际标准制定
的舞台。

高质量助力走向世界

7月20日上午，随着中远海运旗
下“中远圣保罗”轮浑厚高亢的汽笛声
响起，近千台徐工挖掘机、装载机、平
地机等工程机械，从连云港港口扬帆
起航，发往南美。

这是近5年来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单批次出口的最大订单，为“中国制
造”海外崛起奏响一曲嘹亮的凯歌。
全球疫情之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快
速恢复，使得中国在世界进出口贸易
中的“被需要”更加凸显。

在装备制造业，国际化探索的质
量之路绝非浅尝辄止、简单模仿就能
实现的，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决心。王
民坦言：“进入智能制造时代，我们整
个产品从设计到工艺制造、从产品生
产到后期服务，必须紧盯质量。”

2007年，徐工就开始对工程机械进
行远程数据采集，实现设备远程诊断；
2016年，徐工发布国内首个工业互联网
平台，为客户提供主动精准服务，提高产
品可用率，确保产品发挥最大价值。目
前，徐工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上已连接
30多万台徐工高价值设备，真正做到全
球服务“零距离”。

在国内，徐工建有400呼叫中心
等无缝集成信息化服务平台，近3500
个网点服务客户，90%以上的地区服
务半径在100公里以内；在海外，十大
客户服务呼叫中心、40个海外办事
处、140余个海外备件中心、2000余
个服务终端，服务辐射全球187个国
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对客户全天候24
小时贴心服务。

经过30多年的探路和布局，徐工
终于实现了自主品牌工程机械大规模

“走出去”的梦想，从排不进全球行业
前30位到今年成为第三位，徐工在全
球工程机械巨头方阵中，已成为中国
品牌高端制造的标杆。

机器人灵活地转身挥臂，
操作娴熟精准；AGV小车排
着整齐的队伍向生产线运送
“炮弹”；动臂斗杆沿着空中输
送轨道“驶向”前方……

在徐工挖掘机械智能制
造基地，一台台新型挖机井然
有序地组装、下线，这是市场
需求量最大的工程机械。去
年，中国挖掘机产销量在全球
占比达到70%。

“回归品质，才能站在‘世
界之巅’。”徐工集团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徐工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
民表示，中国制造摆脱“中低
端”标签，向着“高技术含量、
高可靠性、高附加值、大吨位”
发展，离不开在质量提升上的
长期耕耘。

位列全球行业第三位位列全球行业第三位，，树立中国品牌高端制造标杆树立中国品牌高端制造标杆——

徐工徐工：：勇攀中国机械装备质量之巅勇攀中国机械装备质量之巅
□ 本报记者 张涛 通讯员 王琳

□ 本报记者 张耀文

9月1日，秋季开学第一天。早晨
7点半，徐州市民主路小学教师孙凯已
来到学校大门口，与其他值周教师一起
有序开展测温登记工作，学生们沿着一
米线依次排队入校。校门外口罩、消毒
液等物资一应俱全，学校还专门搭设防
疫帐篷，作为有发热症状人员临时隔离
场所，防疫工作井然有序。

筑牢校园防疫战线，离不开充足的
准备。暑假期间，徐州市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学校防控组发布致全市中小学
班主任的一封信，向各级教育部门下发
防疫工作指南。根据要求，徐州各校教
师在开学前需提前联系家长，精准筛查
学生及家人“两码”，填写学生登记表；
与志愿者提前到学校进行清洁消杀、准
备物资等工作，迎接新学期到来。

“开学前班主任就对班里每个家庭
进行‘云家访’，一来了解防疫情况，引
导孩子做好开学心理准备，二来与我们
交流家长们普遍关心的‘双减’话题。”
徐州市振兴路小学学生家长张琴说。

开学前不久，徐州市教育局针对
“双减”工作落实多次召开专项会议，对
教学改革和课后服务工作进行系列部
署，建立“双减”工作专项督导半月通报
制度。“新的学期，徐州市中小学生的学
习生活将迎来新变化，丰富的素质教育
课程和课后服务多了，书面作业少了，
作业种类更加多元化，老师的工作量和

工作时间相应进行更加合理的调配。”
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宝民介绍。

开学第一天，徐州市万科城民主小
学一年级教师李珂，将精心准备的印有
动植物图案的卡片分发给班级里学生，
鼓励他们自己着色。“这些卡片可以促进
孩子视觉辨别、图形识别等能力，是入学
适应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珂说。

“一年级孩子入学后会有一段适应
期。新学期，我们开展入学适应课程，低年
级不留任何书面作业。”万科城民主小学校
长裴心连介绍，该课程顺应儿童发展实
际，以“趣味游戏”作为主要活动，将入学
适应期延展至整个学期，通过循序练习，
促进儿童视听知觉、运动协调等八大关键
能力提升，使孩子尽快适应小学生活。

对于初中教育来说，如何平衡教学
和减负，成为新的挑战。这个假期，徐州
市第二十六中学八年级二班班主任刘海
燕通过数次网上教研和相关“双减”政策
的学习，不断转变教育理念，理清工作思
路，新学期课堂教学模式有了新变化。

“开学后，我在教学设计上着重提质
增效，杜绝机械化、低效率的教学，针对
学生特点布置‘个性化’作业。”刘海燕
说，根据学生实际需要和完成能力，分层
布置90分钟内的书面作业，让学生有时
间尝试科学探究、进行体育锻炼、开展社
会劳动实践等，完成多元化作业。

徐州市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出台课
后服务收费标准和实施意见，用好政策，保
障学生和教师的利益。根据自愿、公益、惠

民原则，各学校“一校一案”制定课后服务
实施方案，精心设计服务内容，满足不同兴
趣学生的需求，严禁集中讲授新课。

“根据徐州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
相关要求，我区课后服务内容坚持立德
树人、‘五育并举’，形成‘1+X’泉山模
式。”泉山区教育局局长乔文雯介绍，

“1+X”指课后服务第一课时以辅导学
生作业为主，第二课时开展兴趣课程或
特色社团活动，发展学生兴趣与特长，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孩子们，你们最喜欢的校园风景是
什么？尝试用笔画出来。”下午3点，徐州
市风化街中心小学低年级的大部分学生
没有离开校园，而是在老师带领下，将趣
味作业和特色活动相结合，画出自己心
中的校园美景；下午3点半，三至六年级
学生开始在老师指导下写作业，老师进
行答疑解惑。第二课时，学生继续参与
特长拓展、经典阅读等社团课程。

“我校课后服务以‘全员参与、展示
个性、拓展知识、开发潜能’为宗旨，老
师全员参与，学生参与率80%以上。”
风化街小学校长张薇介绍，由教务处根
据教师申请安排课后服务时间，教师依
据特长开展学生特色社团，把社团活动
办成学生喜爱的家园，根据需要还将外
聘社团专业指导教师。

徐州各校充分发挥自身特色，课后
服务亮点多多。“文体兼长、和谐发展”
是铜山区棠张镇实验小学这一农村学
校的办学特色。该校在课后服务中特
别设置排球课程，学生在举手、抬脚、跳
跃中展现力与美，增强自信并提高身体
素质。徐州市大马路小学充分发挥校
园文化优势，分学段开设经典诵读、名
画欣赏、京剧表演等课程。

“新学期、新挑战，徐州教育人将抓住
机遇，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徐州市教育局局长石启红表示。

疫情防控不放松 落实“双减”举措实

徐州徐州：：新学期新学期，，新挑战新挑战，，新气象新气象

1日，徐州市铜山区郑集实验小学开学，入校人员正在检测体温。(郑集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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