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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卫浴 以工匠精神智造经典卫浴
67年岁月
缔造四维优秀工匠精神

四维卫浴的历史起源于1952年
的四川国营第五建材厂，1988年升级
为四川陶瓷厂，开始生产卫生陶瓷，
1998年更名重庆四维瓷业有限公司，
并于1999年上市，成为全国卫浴行业
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公司连续7年
蝉联“重庆工业50强”，曾经多次荣获

“中国十大卫浴品牌”“中国名牌”“重
庆名牌”等殊荣。

“四维”语出《管子》：“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
仪廉耻，国之四维。”以“四维”为名，
意在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经典，发
扬匠人精神，也体现了四维人高度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制造企
业往往显得很“安静”和“本分”，但恰
恰就是这种安静和本分才能产生真
正的“工匠精神”。

在四维卫浴，大量工序都不能
使用机器，只能手工操作，可以说每
一个工人都在创造自己的作品。一
位师傅讲到，“机器不如我们的手，
打磨不好。我们看这些产品，就像
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想着自己亲手
打磨出来的产品烧制成型后，进入
千家万户，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
觉”。

四维在制造之路磨练了67年，其
工匠精神早已打造成型，早已深入人
心。开发部相关负责人谈到：“我一
家三代都是四维人，父母以前在四维
上班，我在四维，一年前儿子也进了
四维。我们四维人有传统，力不达，
事不成，差一点功夫，产品就做不
好。我们都知道怎么干才能把产品
做好。有一次出了一批产品，稍有瑕
疵，但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们坚决
不出厂，全部砸了！”他表示，好的工
匠绝不出次品！这就是工匠精神的
一种体现！

在工匠精神的推动下，今天的四
维卫浴已形成10大类数百款的完整
产品体系，具备年产220万件中高档

卫生陶瓷、60万件五金龙头、10万套
浴室柜、3万只浴缸、2万套淋浴设备
的制造能力，具有完善的品类产业
链，是中国卫浴行业配套实力强劲的
企业之一，是重庆企业的优秀代表。

148米气烧窑炉
打造优质国货品牌

在四维公司的烧制车间，矗立着
一条全进口的高温气烧隧道窑，其长
度达148米，为产能和品质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据四维公司销售总监
张斌介绍，卫浴窑炉一年只点一次
火，除了春节放假检修熄火外，其余
340多天一直要燃烧，而且炉子里面
必须要有洁具，不能空膛，所以四维
工厂具有非常大的产能。四维公司
在国内较早从英国引进了无空气干
燥室，实现施釉机械化，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

作为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四维

卫浴公司在国内率先通过“三标一
体”认证，以强大的产能、高水平的
产品开发能力、出色的质量控制能
力、完善周到的服务能力，在国内外
卫浴界有口皆碑。诸多国际卫浴界
的知名品牌纷纷与四维握手，或将
订单交给四维做OEM，或者合作合
资，生产高档卫生洁具，销往欧美市
场。如今四维卫浴在宝洁釉、冲落
式坐便器、虹吸式坐便器、智能坐便
器等产品技术上都取得了很好的突
破。

“产能是基础，我们的理想是打
造一个优秀的新国货品牌。”四维公
司负责人谈到，“在全国卫浴洁具市
场，真正属于中国的品牌卫浴没几
个，大多是舶来品。以四维为代表的
国产品牌正在市场中一步一步地攀
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产品、
好品牌自然能获得大量青睐，四维卫
浴不但在川渝滇黔等西南地区市场
昂首称雄，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
诸多标杆性样板工程。北京故宫、

CCTV新大楼、北京奥运场馆、上海
财富论坛、深圳新世纪大酒店、郑州
国际机场、贵阳奥体中心、太原理工
大学、甘肃天水南站、长沙通城国际
大酒店、海口宝华海景大酒店等典范
工程都选用了四维卫浴。

2014年，四维卫浴产品从众多竞
争产品中脱颖而出，被北京故宫所选
用，为故宫提供了大量高品质卫浴产
品，成为四维卫浴发展史上靓丽的一
笔。

加入海鸥住工集团
创新发展谱写新篇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了
获得更好更长远的发展，四维卫浴
2016年8月加入海鸥住工集团，获得
了集团更强大更专业的支持，在人才
培养引进上下功夫，在产品研发设计
上努力创新，布局整体卫浴市场，确
立了“做中囯人的经典卫浴”的愿景

目标，67年的四维开始谱写发展新篇
章。

努力之下，硕果累累。2017年，
四维卫浴荣获“卫浴十大品牌”；2018
年，连续荣获全球知名的“设计奥斯
卡”德国iF设计大奖和德国“红点”设
计奖。

在智能化产品方面，2019年四
维和喜尔康合作共同成立贝喜欧智
能卫浴生产基地，强化在智能马桶
方面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为国人提
供更加专业化、安全的智能卫浴产
品。

据了解，未来四维将以零售为基
础，实现家装、工程、电商等比翼齐飞
的全渠道布局。今年三月，四维卫浴
先后与河北荣盛地产、四川蓝光地产
等大型地产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四
维卫浴也被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评
选为“地产合作首荐品牌”。商会党
支部书记兼执行会长丁吉超表示，将
把四维卫浴作为商会重点品牌向金
科地产、佳兆业地产等知名大型房地
产企业作重点推荐。因为四维卫浴
品牌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消费者认
可度很高，而且本地化生产，采购便
利，服务能力强。

在今年5月底举办的2019上海
厨卫展上，重庆的四维卫浴以前所未
有的浓郁的中国风新中式面貌闪亮

登场，吸引了众多客商青睐，引发业
界高度好评。

近期，四维卫浴发布了品牌新口
号“1952·时间铸就经典”。据悉，加
强、优化、提升“四维”品牌是四维公
司当下一个重要任务，公司将在未来
1-3年的时间里增加在一、二线城市
的品牌知名度和曝光量，同时加快展
厅的形象升级，向外界展示四维卫浴
的产品形象。继续扩大招商规模，建
构乡镇级经销模式，积极参与招投标
等，以此来提升销售量。

今天的四维卫浴覆盖全国27个
省市区，终端门店超500家，销售遍布
海外市场。作为专业整装卫浴优秀
品牌，四维在产品创新、产品智能化、
定制化等方面砥砺奋进，努力提高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四
维卫浴制造向规模化、技术化和国际
化的目标快速发展。

潘锋 冉崇伟 图片由四维卫浴提供

四维卫浴工厂

四维卫浴产品

奋斗新时代
重庆市家居行业商会在行动

四维卫浴咨询热线
400 7351 666

“懂法律的人，确实不一样。”与湛
秀英打过交道的人，常常会留下这样一
句评价。

然而，鲜有人知道，湛秀英并非法
律“科班出身”。1984年，本着对学生
负责的态度，为教好一堂法律常识课，
湛秀英开始自学法律知识，从此与普法
结下不解之缘。

“化解社会矛盾是办理
民事案件的最终目的”

1984年，学教育专业的湛秀英走
上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初中老师。当
时，法律常识考试被纳入中考成绩。出
于对学生前程负责的初衷，湛秀英开始
自学法律知识。1987年，湛秀英顺利
通过自学考试，先后拿到了法律专科和
本科文凭。1994年，长寿法院公招书
记员，湛秀英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被录
取，被分配到长寿区葛兰法庭任书记
员。1996年，湛秀英顺利通过全国法
官资格考试，如愿成为一名法官。

“化解得了矛盾，才是办案高手。”
身为法官的湛秀英，一直秉持这样的办
案理念。

2006年，长寿区双龙镇一村民不
小心崴了脚，因村里的卫生点医治不
善，未及时将其送往上级医院，最终截
肢。这位村民一气之下将卫生点的医
生告上了法庭。

“村医得知被告上法庭，吓得躲了
起来。”湛秀英接手这个案子时，意识
到一纸冰冷的判决书并不能解决问
题——如果简单判决，毫无疑问村民
胜诉，但村医跑路，很难得到应有赔
偿。如果“一告到底”，把村里的卫生点

“告垮了”，村民们又少了个就近治病的
地方。

为此，湛秀英专程赶往双龙镇，通

过多次实地走访，发现被告与儿子是
“父子兵”，儿子仍在卫生点当医生。经
过与被告儿子商量，湛秀英让其在该案
里以“案外人担保”身份担保其父亲的
法律责任，父子俩继续为村民看病，“分
期支付”原告赔偿。

尽管案件三方都同意湛秀英的调
解方案，但调解文书上“案外人担保”的
提法却在当时全国所有法律条文上找
不到依据。一开始，庭里、院里都不愿
在文书上签字，最后，是湛秀英的话感动
了大家：“法律无情，法官有情。法律没
有涉及到的情况就要讲理和情，化解社
会矛盾才是办理民事案件的最终目的。”

当年，湛秀英的这一创新之举被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采用，“案外人担
保”的调解方法在全国推广开来。

通过调解结案，盘活两家企业

2007年，长寿润江水泥有限公司
将一家下游厂家告上了法庭——交了
货，对方却迟迟不付款，自己面临资金
链断裂的危机。

湛秀英接手案件后，在张贴传票时
留下了“如愿调解，请来电”的文字，以
及自己的电话号码。开庭后，接到被告
厂家一位负责人来电，原来同样因为资
金链断裂，被告厂家支付不起货款，企
业面临倒闭。

湛秀英说出了调解方案——润江
水泥厂继续为被告厂家供货，被告厂家
恢复生产，每月滚动支付货款和欠款共

计50万元，一旦违约，另支付50万元
惩罚性违约金。这个调解方案，获得了
案件双方的认可，执行后，两家面临资
金链断裂的厂家都盘活了。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4年，湛秀英
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1460件，其中
90%以上调解结案，50%以上当庭兑
现。多年来，湛秀英将自己的调解经验
总结为“调解三讲”和“五心攻心”法，后
来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归纳为

“湛秀英诉讼调解方法”，在全市各级法
院推广。

规范失业保险制度，长寿
区人社局沿用至今

2008年，湛秀英调任长寿区人力
社保局，任副局长。上任后不久，一些
长期未领的失业保险金单据引起她的
注意。这些单据有的未及时送达，有的
未通知到位，还有的不属于救济范围。
在其看来，这项工作较为混乱的原因是
缺乏规章制度。于是，她按照法律及地
方性法规的要求，完善了相关制度规
范，被长寿区人力社保局沿用至今。

在长寿区人社局工作期间，湛秀英
还妥善处理了大量的劳动争议集访群
访案件，率先在长寿经开区建立了“园区
企业就业维权服务中心”，开展了当时重
庆市最大规模的就业与低保联动工作，
帮助5万多人脱离低保、实现就业。

这些工作经历，让湛秀英对普法工
作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普法不是

风花雪月，更不能只靠个人，要让全社
会普遍知法懂法守法，需要一代又一代
法律人砥砺前行。

修订完善规范性文件，
无一发回修改

2012年，湛秀英被任命为长寿区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后，开始着手起
草《长寿区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办法》。

2015年，在湛秀英带领下，长寿区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开展对区政府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专项评议，督
促区政府清理设区以来的规范性文件
501件，废止文件66件，建立并公开了
规范性文件目录库；监督指导区政府出
台了《长寿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实施办法》，并对其职能部门及镇政府出
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备案审查。

2017年长寿区人大常委会换届以
来，湛秀英还带领监察和法制委对区人
大常委会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
面清理，经区人大常委会修订完善的规
范性文件全部通过市人大备案审查，无
一件发回修改。

尽管已离开司法岗位，53岁的湛
秀英仍然保持着看司法解释、阅读案例
的习惯，并时常受区政府法制办、行政
执法等部门的邀请进行授课，坚守在普
法一线。对她而言，一代又一代的法律
工作者接续奋斗，远比个人的荣誉有分
量得多。

她14年审结案件1460件，超90%为调解结案，其经验被市高法院
总结为“湛秀英诉讼调解方法”

“化解得了矛盾，才是办案高手”
本报记者 颜若雯

6月22日晚，由重庆日报、重庆演
艺集团主办，重庆民族乐团携手中央
民族乐团主创主演的大型情景国乐音
乐会《思君不见下渝州》将在国泰艺术
中心首次公演。作为首部以巴渝古诗
词为创作内容的原创音乐会，其舞台
会如何巧妙设计？6月13日，重庆日
报记者专访了音乐会舞美设计负责人
阳坷。

“本次音乐会的舞美设计，我们
力求让观众一进场，就能感受到浓浓
的巴渝古诗词氛围。”阳坷介绍，演出
当晚，观众踏入国泰艺术中心，便能
看到在薄纱笼罩下的四个凉亭，亭中
有身着古装的演奏员在弹古筝、抚琵
琶。在薄纱映衬的朦胧飘逸感中，仿
佛抚琴的少年便是当年吟诗作赋的
诗人。

不仅如此，当观众走进剧场，一个
被拆分成两部分的巨型LED显示屏，

还营造出一种穿越之感。阳坷介绍，在
乐队后方本来有一块高7.5米，长20米
的巨型LED显示屏。和以往的演出有
所区别的是，阳坷将这块显示屏拆分成
相隔1.5米的两块屏幕。

“在LED显示屏2米高的地方断
开，中间设置1.5米的平台，后面再是
上半段5.5米的LED显示屏。”阳坷说，
如此安排是为了让独唱、独奏演员置身
LED屏展示的意境中，在平台上与画
面融合表演，营造画中人现场演奏的美
感。

“曲目《万家灯火》演奏时，台下还
会分层次设置星星灯，随着音乐的递进
而逐层次点亮，最终汇集到LED显示
屏上，展现出万家灯火的意境。”阳坷
说，希望通过运用现代的舞美技术，结
合诗词与管弦乐，与剧场各个角度的听
众融为一体，达成宏大的视听感受，为
古韵翻出新意。

听“诗人”画中演奏
——专访《思君不见下渝州》舞美设计阳坷

本报记者 王丽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彭瑾）6月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招商集团获悉，位于两江新区
水土高新生态城的国家机器人检测与
评定中心（以下简称“国评中心（重
庆）”）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标志着
该中心获得机器人检测与评定的权威
资质。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分别
在上海、重庆、广州和沈阳设有中心，其
中重庆中心是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
第三方机器人检测与评定机构。

国评中心（重庆）占地45亩，建设
总投资3亿元。其中，试验场地1.5万
平方米，已建设完成包括研发楼、
NVH试验室、EMC试验室、工业机器
人试验室、服务机器人试验室、环境试
验室、零部件试验室等，配置检测设备
近200台（套）。

据介绍，该中心的检测范围包括工
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无
人机、智能产品等整机及伺服电机、减
速机、动力电池、控制器、通信等零部
件，检测能力涵盖标准100余项，检测

项目（参数）300余项。
CNAS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
机构。获准CNAS认可后，国评中心
（重庆）出具的检测报告可被全球70多
个国家和地区、100个机构所承认，将
进一步确立国评中心（重庆）在认可范
围内所出具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的独
立性、可靠性和权威性。

在今年1月，该中心已获得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认证机
构批准书，可开展EMC认证、零部件
安全认证、产品整机功能安全和机器人
系统认证及机器人产品CR认证业务。

未来，该中心将同步开展机器人相
关标准制订与修订、系统评定与认证、
机器人与先进智能装备质量体系建设、
机器人产业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专业检
测设备研发、技术咨询、机器人专业技
术培训与人才培养等工作。同时，该中
心将立足重庆、辐射中西部地区汽车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食品加工和家电家
具四大核心行业，提供以数字化生产线
与车间和智能化工厂的系统解决方案
和服务。

国评中心（重庆）获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

重庆有了机器人检测与评定权威机构

人物简介
湛秀英，长寿区人大代表、区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寿区人大监察和法制委
主任委员，曾获“全国优秀法官”“重庆
市十大法治人物”等荣誉称号，她总结
的调解经验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总
结为“湛秀英诉讼调解方法”。30余年
来，虽然岗位不断变化，但她始终坚守
普法一线，身体力行推动全社会知法懂
法守法。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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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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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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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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