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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瑞雪兆丰年，新的
征程已拉开序幕。农历正月初七，喜迎虎年新
征程！
龙城精锻，
开工大吉！
公司副总裁徐俊带领高层管理人员及群
团负责人深入车间，
送去新春祝福，
致以诚挚
问候。
今天我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让我们收

拾好心情，
带上新春的期盼与愿景，
迈上新的
征程。新的一年，
不忘初心，为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步履不停、
奋斗不止，
虎力全开、再创佳
绩，
一起向未来！龙城人，
加油！
新的一年孕育新的希望，
新的征程谱写
新的辉煌。展望 2022 年，
龙城精锻集团将继
续以
“高活力创新、高协同智造、
高质量绩效”
为引领，
聚焦于汽车领域，
依托企业战略规

划，展示企业集团化布局，拓宽企业产品涉足
领域，
朝行业多领域，
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
专注于智能化、
电动化领域的产品研发，
打造
龙城品牌。

本报通讯员：潘筱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常州 市 工 业 和信 息 化 局先 后 公 布
2021 年绿色工厂认定名单。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获 2021 年市级
绿色工厂。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
害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
厂，它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制造的实施
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是未
来企业发展的主要形态。
下阶段，龙城精锻集团将围绕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绿色制造，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
高绿色发展水平，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本报通讯员：潘筱

使 命
锻造卓越产品尧引领行业发展
Create excellent forging parts, Lead
the devement of the industry
1 月 19 日下午，江苏龙城精锻 “高活力创新、高协同智造、高质量绩 名，奖品为德国斐克诗泡脚桶，以及 效”为发展主题，坚定信心、奋发进
取、
一路携手同行！
的发展主题，
多维度发力，全方位 幸运奖 800 名。
集团有限公司在食堂二楼召开优秀 效”
(优秀表彰见本报四版)
春风浩荡战鼓急，百舸争流自当
表彰暨新春抽奖活动，总裁庄明、
副 提升。站在新的起点上，标杆绝不能
我们携手走过。美
总裁徐俊、工会主席时晓东参加活 降低，工作绝不能松劲，只要我们保 先。难忘的 2021，
我们共同迎接。让我们以
持发展的定力，增强自身的能力，坚 好的 2022，
动。
活动开始，总裁庄明为本次活动 定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决心不动摇，必 “高活力创新、高协同智造、高质量绩
本报通讯员：
潘筱 成为全球信赖的精锻件尧零部件标杆企业
将继往开来，
再谱新篇，
再创辉煌。
致辞。
To become a global reliable precision
活动上，公司工会主席时晓东宣
他指出：
2021 年是艰难的一年，
forging parts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也是公司五年战略规划承上启下的 读《龙城奖惩（2022）第 01 号员工奖
关键之年。面对极其复杂艰难的局 励决定》。
经过人力资源部、合规部、工会
面，公司依托集团化架构发展思路，
群策群力，通过抢占市场、开发新客 共同组织，各车间部门参与选拔及公
户、
加快技术创新、推进自动化、深入 示，产生了公司 2021 年度优秀员工
全面质量管理、强化内部改革管理等 与团体，共计 10 个奖项，其中包括 7
科技创新尧精益求精
方面，在竞争中求生存，努力适应新 个个人奖与 3 个团体奖，共 67 名员
Technology Innovation
形势下企业发展要求，
我们基本完成 工与 6 个团体获评得奖。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在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新春抽奖
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目标。这一切
国际战略尧行业标杆
成绩的取得凝聚着以先进集体和先 活动，共抽取特等奖 1 名，奖品为
International
Strategy
进员工为代表的全体广大龙城人的 TCL 立式变频空调；一等奖 5 名，奖
Industry Benchmark
品为海尔双开门冰箱；二等奖 8 名，
努力和汗水。
他希望：2022 年，我们紧紧围绕 奖品为爱玛电动自行车；三等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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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ation ceremony of Longcheng precision forging was carried out smoothly
1 月 21 日，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举
行“龙城精锻同心惠民乡村振兴百万光彩基金”
捐赠仪式。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记
蒋建平、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陈杰、礼嘉镇武
阳村党总支书记吴振宇、
区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
室主任何姿仪等相关负责人出席，龙城精锻集团
总裁庄明、
副总裁徐俊、
工会主席时晓东、妇联主
席王玲、
党支部副书记陈宇清参加签约仪式。
捐赠仪式伊始，总裁庄明为本次活动致辞。
他指出龙城精锻集团起步于礼嘉镇武阳村，在公
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全力支
持，对此他表示由衷的感谢。公司一直致力于公
益事业，响应党和政府“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
路”的号召，反哺乡村、
造福桑梓。他希望通过此

里程碑，龙城精锻集团将一如既往履行社会责
次的捐赠活动，
能够带动社会各界朋友对乡村振 签约仪式。
礼嘉镇行政审批局教育事业主管张磊为龙 任，推动武进区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之路
兴事业倾注更多的爱心和支持，共同绘就“村美
城精锻集团捐赠锦旗。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 越走越宽广。
民富，
美丽和谐”
的新蓝图。
随后，
礼嘉镇武阳村党总支书记吴振宇在发 联党组书记蒋建平为龙城精锻集团赠牌。
本 报 通 讯 员 院尤 丽
最后，
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陈杰作总结发
言中向龙城精锻集团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江
他对龙城精锻集团多年来取得的发展表示认
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在过去十多年来为武 言，
对此次光彩基金的成立表示大力赞扬。龙城
阳村新农村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还进一步作 可，
“万企联万村 共走振兴路”行动
出承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团结和带领村党总 精锻集团能够在
值得推崇。同时他还呼吁号召武进
支、
村委、
全体村民真抓实干，
不辜负上级领导和 中作出榜样，
企业家们的爱心和支持，努力为农民、农村做出 区更多的民营企业勇担社会责任，光彩聚集，为
实实在在的成绩，为家乡建设付出最大的 力 公益慈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家亲，
“村企联建”
助振兴。此次“龙
量！
交流完毕后，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 “美丽武进”
联党组书记蒋建平、龙城精锻集团总裁庄明、武 城精锻同心惠民乡村振兴百万光彩基金”的设
是公司在公益事业道路上树立的又一个新的
进国家高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陈杰三方进行了 立，

V 型块为整体式

The trade union of Longcheng precision forging group
won many awards

校直定位块改善
配件优化，
高效降本
精锻二车间
更换垫片
改为分体式，
伺服压机 V 型块消耗成本较高
伺服压机校直定位块为整体式，每次需
使用 3 个 v 型块，每年消耗 432 块，每块制作成
本较高。

1 月 20 日上午武进个私协会秘书长山峰、
武进国家高新区市场监管分局局长宋文兰两位
领导莅临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授匾
和颁发证书仪式。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
获评“五星示范民企关工委”和“常州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 2021 年度贡献奖”
。公司总裁庄明、
技
术总监 / 公共关系总监王玲、工会主席时晓东
出席授匾仪式。
授匾仪式上，武进个私协会秘书长山峰强
调指出，全常州市只有四家企业荣获“五星示范
民企关工委”荣誉称号，对龙城精锻获此荣誉表

示祝贺。同时勉励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
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好关工委的主动性、积极
性，探索“党建带关建”新思路，推动新时代关心
下一代工作创新发展。公司总裁庄明表示，公司
会进一步加强关工委组织工作，切实履行职责，
持续做好职工的关心、关爱工作，让每一位职工
都能感受到龙城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工 会 院冯
宁

将定位块改为分体式，增加垫块，每次
只需更换垫片，无需整体更换，更换的垫片成本
较低。
改善后将整体式校直块改为分体式，
每次更换仅需更换垫片，减少材料与制作成本，
达到降本节支。
本报通讯员：
殷子阳

Give sincere care and warm to employees in difficulties and women employees
为大力弘扬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扎实做好关心困难职工、妇女职工生活帮扶
工作，让困难职工、
妇女职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妇女联合会带着深深的牵挂，组织开展
了新年慰问活动，为困难职工、妇女职工在数九
寒冬里送上温暖的关怀。
1 月 22 日、
24 日下午，武进区政协副主席、
武进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祝正庆受邀来到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总裁庄明、

副总裁徐俊、工会主席时晓东一起对 2021 年度
9 名困难职工发放了慰问金，为忙碌一年的一线
困难职工送来了关怀和祝福。同时，困难职工真
诚地表达了对公司工会的感激之情，让他们能够
在困难之时感受到了关心与温暖。
1 月 25 日上午，公司妇联主席王玲、党支部
副书记陈宇清为 2 名困难妇女职工送去了慰问
金、
生活物资和节日美好的祝福。在得知付金香
目前因身患疾病在家休养时，
领导们便亲自前往
付金香家中进行走访慰问。在慰问过程中，妇联

主席王玲详细询问了付金香的病情、
家庭生活等
情况，并鼓励她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积
极配合治疗，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争取早日康
复。
公司工会、妇联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关注
职工、
妇女的工作和生活，
对生活困难、缺乏保障
的家庭实施救助。在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和上级工
会妇联的不断助力下，定期开展温暖慰问活动，
组织各项关怀工作已成为常态。今后，
公司工会、
妇联将一如既往重视扶困帮困工作，
充分发挥好

工会、妇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继续扩大救助
范围，加强救助力度，让更多需要帮助的员工得
到公司的支持，
确保职工、
妇女困有所助、难有所
帮、
急有所济。

本 报

通 讯 员

院冯 宁 尧尤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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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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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公司负责人及龙城精锻中高管理层参加会
1 月 25 日，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在 103 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度工作总结暨 2022 年工作部署会议，集团总裁庄明、副总裁徐俊出席会议，
议。会议上，
集团总裁庄明作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从整体市场环境出发，
全面总结各模块管理工作，
并对各条线提出新的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
未来可期。
站在新的起点，
让我们紧紧围绕“高活力创新、
高协同智造、
高质量绩效”
，
以
“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干劲，
勠力同心、
奋楫笃行，共同迎接新挑战。

悦读

龙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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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忙碌碌送旧岁，
步履匆匆迎新年。2021 年已经过去，
我们满怀希望走进了 2022 年。
2021 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反复出现、市场极不稳定、原材料持续高位、货运价格疯狂上涨，面对如此环境，龙城人表现出了顽强拼
搏、
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公司各条战线又涌现出一批成绩突出、表现优异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根据公司评优管理规定，经过人力资
源部、
合规部、
工会共同组织，各车间部门参与，评选出了公司 2021 年度的优秀员工与团体，共计有 10 个奖项，其中包括 7 个个人奖项与
3 个团体奖项，
共 67 名员工与 6 个团体获得评选。
公司决定给予优秀员工每人奖励 500 元并颁发证书；优秀班组、优秀车间及优秀部门给予奖励 1500 元并颁发锦旗及奖状。请优秀员
工、优秀团体再接再厉，在以后的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也希望其他员工、团体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工作，再创佳绩，为公司的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