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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茶 论 英 雄 茗 香 沁 巴 渝
“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二届“永川秀芽”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双手在热锅不断翻滚，便能炒
制出茶叶最优质的色泽；用鼻子轻
轻一闻，便能得知茶叶的品质如
何；称茶、注水、计时几个步骤下
来，就能泡出澄澈的茶汤......近日，
由市供销合作总社、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永川区政府主办的“巴
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二届“永川秀
芽”职业技能竞赛暨国家级茶叶加
工工、评茶员、茶艺职业技能竞赛
重庆选拔赛在重庆市经贸中等专
业学校举行。

来自全市25个区县、14所大
中专学校和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
的170多名选手参赛齐聚一堂，以
茶之名，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职
业技能大赛。

以赛强技
锻造队伍匠心

本次竞赛以“技高行天下，能强走
世界”为主题，同时对茶行业3个职业
工种进行考查。

市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茶产业蓬勃发展，在乡村
振兴、精准扶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从业人员队
伍不断壮大，市场对高水平茶叶技
能人才需求强劲。此次茶叶3项职
业技能大赛的举办，为我市加强茶
产业和茶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和桥梁，将激发广大从业人员刻苦

钻研、提高技能、创新创业的积极
性，推动重庆茶产业和茶文化持续
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还谈到，相较于往届，本
届赛事的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加了近三
成，赛程也有所延长，并且大赛将茶行
业3个职业工种安排在同一时间同一
地方同台竞技，首开同类赛事先河。
本次竞赛旨在通过打造重庆市级专业
职业技能竞赛赛事，进一步加强全市
茶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茶叶企业从
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同时为国赛推荐
参赛选手，传承和弘扬中国茶文化。
多年以来，市供销合作社从产学研全
方位推进茶叶产业全产业链建设。全

市供销社引领发展茶叶专业合作社
400多个，指导合作社广泛开展茶叶
的产加销，在农民增收致富和脱贫攻
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市供销合作社充
分利用直属学校——重庆市经贸中专
校的科教资源，开设了茶叶专业，设立
了茶叶大师工作室，为全国中职院校
制定了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标准。

自2018年以来，市供销合作社依
托重庆市经贸中专校先后成功举办了
评茶员、手工制茶、茶艺等市级、国家
级职业技能大赛，推动了我市茶产业
和茶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马小钰
图片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高手过招
上演实力大比拼

走进茶叶加工工比赛现场，参赛
选手们没忙着投入比赛，反而拿出了
在赛前就准备好的砂纸，对着面前的
铁锅仔细地打磨了起来。

“这一步非常关键，用砂纸清理铁
锅不仅能把原本的茶痕清理掉，也能
让炒制出的茶叶色泽更好看。”清理完
铁锅后，参赛选手们不慌不忙地拿出
了另外一种“秘密武器”——茶油。

“这是茶油，能让铁锅更加光滑，
也更利于茶叶的翻炒。”参赛选手一边
介绍着步骤，一边开始了实际操作。

炒茶环节正式开始，选手们将经
过摊放、杀青、揉捻过后的茶叶倒进铁
锅，双手在烧烫了的铁锅中来回翻滚，
但手上却“毫发无伤”。“只要速度够
快，功夫够细，经验够丰富，就不会被
烫伤。”一名参赛选手介绍，经验丰富
的选手可以凭借手感来判断茶叶的质
量，有效把控茶青的发酵程度，从而制
作出茶中佳品。

渐渐地，茶树新叶在选手们的手
中发生着变化，清新的茶香也渐渐弥
漫在整个赛场。

相对于茶叶加工工比赛现场的热
火朝天，茶艺比赛现场则是另外一番
景象。

在茶艺比赛现场，选手们按照事

先抽取的编号，身着茶服依次登场，通
过备具、备水、布具、取茶、润杯、置茶
等环节，制作出了一盏盏清香四溢、色
泽澄澈的茶，向评委和观众们展示茶
的色、香、味，表达出自己对茶叶的理
解。

比赛中，选手们用手中的茶器变
幻出了阵阵茶香，伴随着悠扬的音乐
和优雅的冲泡动作，让紧张的比赛节
奏变得缓慢起来，向大家展示着茶文

化的恬淡、清心、闲适、雅致的独特魅
力。

“这不像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场
优美的表演。”现场观众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选手需在现场独
立完成包括解说、沏泡、奉茶等在内的
茶艺表演，评委们不仅要对最终冲泡
出来的茶汤进行评判，还要综合考查
选手们的姿态、布景、背景音乐选取等
因素。

竞赛开幕式

参赛选手挑选茶叶 茶艺比赛

选手一边沏茶一边对茶艺进行解说

施密特电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能制造典范
连接成渝两地路径最短、速度最快、车道最宽的渝蓉高

速与重庆三环高速在大足区万古镇交汇，画出了一个漂亮的
“十”字，在“十”字的右上角，矗立着一个新近崛起的智能化
电梯制造企业——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颜值与品质齐飞，
品牌共技术一色，堪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能制造的优秀
典范。

工业4.0 技术领先
西南地区佼佼者

8 月 23 日，“2020 重庆市科技
活动周”在两江新区举行，施密特电
梯成为活动中的一颗闪亮之星，其创
新技术和靓丽外观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体验感受，语音呼梯、手势呼梯
引发围观。手指不按键，电梯智能识
别手势，手往上晃动就是“上行”，手
往下晃动就是“下行”，进入轿厢不用
按楼层键，语音“你好，电梯”，应答
后，“我到7 楼”，电梯就送到7 楼。
这是施密特电梯开展科技攻关取得
的重大成果，投入市场后深受客户青
睐。

以“打造全球一流电梯品牌”为
愿景的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是一
家很年轻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5 年在我市大足区成立，注册资
金3.06 亿元，占地84 亩，集垂直电
梯、自动扶梯、别墅电梯、立体车库
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安

装、维修保养、改造于一体。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建成投产，引进德国工
业4.0 智造科学、制造技术、严谨的
工艺和工业美学，设计年产 1万台
（套）。

据公司董事长彭晖介绍，8 米梯
（每一秒上升或下降8 米）技术非常
难，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做到。施密特
现已建成了高达126 米的电梯试验
塔，能容纳6台高性能智能电梯，电梯
测试速度最高可达到8米/秒，全国领
先，西南第一。

3年来，施密特公司荣誉满墙,有
“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绿色工厂”
“专精特新企业”“重庆市高新技术产
品”“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大足区
技术创新中心”“重庆市名牌产品”

“重庆市数字化车间”，获得了欧盟
CE、TUV、工信部两化融合（信息化+
工业化）等多种认证。现已拥有发明
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共42
项，软件著作权3 项，专利还在不断申
报。

公司发展劲头十足，产值逐年增

加，直接解决就业400 余人。2020
年1至7 月产值同比增长6.14%。

智慧化生产管理
4S 服务全程无忧

在公司一楼控制大厅，墙上有一
块引人注目的50 平方米大屏幕，这
是智能制造指挥中心，是电梯物联网

监控云平台和大数据信息化资源链
管理平台，全公司的订单、制造、销
售、售后服务、产品运行监控、质量管
控、维护保养、完成情况等经营大数
据全显示在屏上，非常细致，每一个
工作点都看得清清楚楚。

全国的每一台施密特电梯都有
数据卡、身份证，都能在此平台上实
现24小时监控，故障出现10 秒内平
台能及时处理，能实现故障自诊断、
定时安全自检，为关键部件进行寿命
计算，预防性解决电梯出故障的可能
性。

在生产端，施密特引进先进的云
计算，上千种图纸均由电脑完成，输入
参数后能在10 分钟左右自动生成图
纸，极大地简化了人工操作环节。采
购、物流、设计、制造全部通过ERP 平
台实现了全自动分解，还减少了差错。

因为有了德国瓦格纳尔全自动
喷涂生产线，日本日清纺数控36位转
塔冲，瑞士ABB机器人生产线，加拿
大爱克数控剪板机、折弯机和大族激
光切割机等设备的智能化生产，所以

在偌大的施密特工厂只有40 多人在
生产一线，这是工厂从“劳动力密集
型”升级到“智能密集型”的一个典型
案例。

2020 年，施密特还建成了测试
实验中心，开关门机、按键的测试次
数定为400 万次，不能通过测试的产
品均不能出厂。

施密特制定了“4S 服务”理念：微
笑（Smile）服务，以服务为光荣，把服
务当荣耀；速度（Speed）服务，想顾客
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安全（Safety）
服务，在每一个环节建立严密监控，加
强过程管理，确保安全；真诚（Sincer-
ity）服务，以真诚赢得顾客的心，达成
亲人般的情感交流。据公司常务副总
裁薛海兵介绍，公司每个月组织高管
开一次品质提升会，每季度组织现场
安装、售后经理开一次品质提升会，保
证所有客户用户放心、安心、舒心。

施密特电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明显提升，副
董事长戴梦称，近4个月来，到工厂来
拜访的成都、资阳、内江、泸州、南充、

巴中、达州、广安、遵义等地的客户大
幅增加，经考察之后，客户无一不赞
叹，纷纷表达出合作意向。

党建出色
践行社会责任

公司2018年成立了党支部，今年
建设了120平方米的党建活动中心，

“不忘初心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
“扎根中国，服务全球”两行大字鲜艳
夺目，展示了企业的爱国爱党拳拳之
心和远大理想。文化墙上的入党誓
词、党支部工作职责、党群建设、党建
引领行动、“五融合”“三服务”“三聚
集”“三引领”简明扼要、铿锵有力、催
人奋进。

施密特的车间还肩负着一个社
会使命，是大足区的“电梯学院”和

“教学实践基地”，为大足区相关学校
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实习场所，学生还可入职施密特上
班，学以致用，圆满就业。

8 月28 日，电梯工厂还成为大足
消防支队学习电梯应急救援的课堂，
30多名消防指战员现场学习了电梯
常识、生产技术、电梯发生故障时如
何判断轿厢位置，如何快速从电梯救
人等专业知识。

据施密特副总裁杨光介绍，公司
始终不忘奉献爱心，回报社会。近三
年以来，在大足区，资助大足三小贫
困学生10 名，每年每人2000 元；开
展“迎国庆送温暖”活动，向大足区残
联捐款2万元；积极开展安老恤孤、扶
危济困、捐资助学的爱心故事还有很
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施密特将
为社会贡献出更多爱心，担负起更多
社会责任。

在施密特的规划中，明年将启动
第三期建设，建成全球研发中心和国
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公司实力、技术
水平、品牌影响将再上一个台阶。立
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片沃土，施
密特“扎根重庆，服务全球”的理想不
久将成为现实。

施密特公司外景

施密特电梯捐资助学仪式施密特电梯智能制造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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