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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我自愿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遵守
工会章程，执行工会决议，积极参加工会
活动……”1月17日，在庄严的宣誓声中，

中冶陕压热加工中心146名劳务派遣员工
正式加入了工会组织。

□通讯员 张建奎 和晓红 摄

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免检岗免检岗免检岗”””考量职工的担当考量职工的担当考量职工的担当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安康车辆

段检修车间内、外制动班组，担负着货
车车辆空气制动和基础制动装置的分
解、检修、组装、试验任务，安全责任重
大。近年来，这两个班组结合生产实际，
积极探索创新，动态设置“免检岗”，调动
广大职工按准作业、卡控关键的积极性，
有力提升了检修质量，保证了安全生产。

他们对管内所有岗位进行全面梳
理，选取制动阀组装、120 阀试验台、微
控单车试验等 5 个技术含量高、质量卡
控严、风险系数大的作业岗位，作为免
检岗位，按照“个人申请、工管员推荐、
班组确定”的程序，由一年内未被纳入
车间及以上考核的职工提出申请，班组

根据岗位作业指导书及相关规章制度，
从作业程序、质量要求、安全要求、时间
要求 4 个方面细化考核评价标准，实行
百分制考评审核，对综合得分合格的岗
位授予“免检岗”。

“我们制动班组现有职工 36 人，其
中青工占 80%，加之工序多、工种杂、交
叉作业频繁，我们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创
建‘免检岗’，在班组树立标杆，使大家
都能看到他们的先进性，比学赶超先进
共保安全的氛围就容易形成。”内制动
班组工长刘俊胜说起创建的初衷。

为确保“免检岗”真正发挥作用，他
们采取日常抽检、周对规、月对标相结
合的方式，加大对免检岗位的督导检查

力度。每日由班组安全员对“免检岗”
作业过程和完工质量进行抽检，每周
由班组技术员对免检岗位进行一次专
项对规检查，每月由班组长对免检岗
位进行专业对标检查，将检查考评结
果按照 2：3：5 比例计算综合得分，将结
果纳入月度考核通报，并进行公示，督
促“免检”职工员履行作业标准，保证检
修质量，发挥引领作用。

“去年以来，5 名‘免检岗’职工带领
大家防止典型故障 18 件，研发工具 3
项，完善作业步骤、工序卡控措施 12 项，
改进工装设备 5 处，实现了‘免检岗’安
全、质量双赢。”外制动班组工长高晓磊
谈起“免检岗”深有体会地说。

此外，他们积极向车间申请“双向
激励”，将月度考核结果作为考核奖励
的重要依据，对综合得分在 95 分及以上
的，奖励本人当月岗效工资的 5%；得分在
85-95 分之间的，奖励当月岗效工资的
2%；得分在 85分以下的不予奖励，取消免
检资格，三个月内不得提出申请，同时安
排班组技术骨干一对一进行帮教，使创
建活动始终保持先进性。

“‘免检岗’推广以来，端正了职工
以前主要依赖质检人员把关质量的思
想，有效激发了‘人控’这一关键要素，
为段修车辆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车
间党总支书记林军如是说。

□通讯员 周道刚

今年 39 岁的赵关武是渭南
市富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大队长，从警 17 年来，他以保一
方平安为工作目标，一直奋战在
公安基层第一线，忠诚履职，素
有“铁警”之美誉。

2018 年以来，赵关武
牵头推动全局治安部门在

“四大三抓”和打击整治枪
爆、黄赌、破坏营商环境、
混乱居民小区专项行动
中，查办涉危涉爆违法犯
罪案件 46起，查办涉黄涉
赌违法犯罪案件 115起，查
处破坏营商环境违法犯罪
案件 17起，累计打击处理
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400 余
名，取缔涉黄涉赌场所 30
余家，公开销毁枪爆物品
220余件（支）、赌博游戏机
57 台，管制器具 44 余把，
有力维护了全县社会治安
大局稳定。同时紧抓立体
化治安防控体系“6+5+X”
升级版建设，全力推进公
共视频监控联网平台建设
深度应用和可防性案件指
导性考核，富平县刑事案
件同比下降 15.3%,“两抢
一盗”同比下降 27.3%，利
用平台破案数占全部刑事
案件的 70%以上，可防性
案件总体同比下降 14.2%，
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
度明显上升。

地处该县的陕富面粉厂是一
家以面粉加工、粮食收储、挂面加
工、小麦胚芽粉研发生产为主的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为服务地方经济，服务民生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一段时间以
来，经常有人扰乱陕富面粉厂的
生产秩序，阻挡厂门强迫交易，严

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
序。获悉这一情况后，2018 年 7
月，富平县公安局立即启动扫黑
除恶案件线索核查机制，赵关武
带领治安大队民警会同刑警大
队、辖区派出所经过摸排梳理、
缜密调查，一举破获了以薛某军
为首的扰乱陕富面粉厂生产秩
序强迫交易案。

去年以来，赵关武牵
头治安部门查处破坏投资
环境和强买强卖、强揽工
程、强行阻工案件 24 起。
先后破获何某宝等人阻挡
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工地寻
衅滋事案等破坏营商环境
案件，刑事拘留 16 人，逮
捕 12 人，行政拘留 27 人，
有力保障了该县域投资环
境的正常秩序。

桃 李 不 言 ，下 自 成
蹊。2018 年五一前夕，赵
关武被渭南市委、市政府
授予渭南市五一劳动奖
章，被“渭南标杆”领导小
组办公室评为敬业奉献

“渭南标杆”，渭南市“双十
佳”人民满意民警。

近年来，赵关武持续
紧抓各项重点工作不放
松，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打击黄赌、破坏
营商环境治理等工作在省
市创出了新的品牌亮点，
2017年在县级治安部门绩
效考核中排名全市第一。
2018 年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及执法办案、公安
警卫三项治安重点工作取得全
市第一的优异成绩，开创了富平
治安管理工作新局面。赵关武也
被所在辖区企业职工群众和单位
同事爱称为“铁警”，他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新时期一名合格党员和
人民满意警察的庄严承诺。

□通讯员 兰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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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精英■

1 月 22 日上午，陕西省孝老爱幼道德公益协
会组织近十名书法家，到西安市新城区解放门街
道东六路社区义务为该社区退休 职 工 和 困 难 职
工书写春联，并现场发放给大家。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摄

零下20度 巧用热水解冻堵

冬日的塞北榆林，室外温度
零下 20摄氏度。

位于榆林市区以西 30 公里
的长庆油田第二采气厂榆林处
理厂内，33 岁的运行二班班长
寇明耀刚刚上班，便接到厂区
专用污水池提升泵不能正常启
动，污水无法导入的故障报警。

故障就是险情，必须第一时
间处理。寇明耀带着三名工人迅
速来到污水处理池旁，污水水平
表满格告诉大家，水池已满，必须
立即处理。

这一故障牵扯到该厂日处理
500多万方天然气的任务是否能
按规定实现，可能影响着承担枢
纽职责的该站 5000 多方天然气
的正常供应。

来不及换防水手套，寇明耀
戴着普通劳保手套，冒着严寒一
点一点搬动蝶阀，启动电源检查
故障。

启动了十多分钟，可水泵压
力表持续在零指数摆动。经验告
诉他，要么上水管道冻堵，要么阀
门冻堵，更严重的是上下水管道
都冻堵、阀门冻死。

“先烧壶热水拿来！”寇明耀
拿起对讲机说完后，便带头用手
活动两个阀门，做准备工作。可
即使用上吃奶的劲，阀门依旧一
点都不动。

开水送来了，大家把一壶水
浇向阀门。可令大家失望的是，
阀门依旧锁死不动。

“需要更换阀门和压力表。”寇
明耀带头拆卸。二十分钟后，他拿
着旧阀门去领取新阀门，并让一名
职工去厂区外备料厂领取蝶阀。

十五分钟后，寇明耀拿来压
力表开始更换。更换结束，迟迟
不见蝶阀送来，他一遍又一遍地
用对讲机催。间歇时，他拿着小
扳手，一寸一寸地敲裸露的上水
管道，然后敲下水管道。他解释
说，“按照去年水泵冻堵的经验，
敲打敲打管道，可能就能通。”

蝶阀还没送来，寇明耀放下对
讲机，跑向备料厂接同事。不一
会，他跑步带回蝶阀……仪表更换
了，蝶阀换好了。他们满怀欣喜地
启动水泵，期望故障解除，可以按
时吃午饭。

启动按钮，压力表上升。寇
明耀跑到附近的循环大污水池入
口处，拉起入口阀门，耳朵紧贴，
听水声。

不行，不行，没水声。他招呼
另外两名同事敲打下水管道，再
烧壶热水准备。随着热水浇下，
下水管道接地处的响声恢复空
响，水泵正常工作，大家紧绷一上
午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这是寇明耀来该厂三年来第
二次水泵解堵，寇明耀说，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每年保供季节（11
月 15日到来年 3月 15），他们班组

十多人同另外
两 个 班 组 一
样，白班每四
个小时巡检一
次，夜班零点
后，每小时巡
检 一 次 。 140
亩的厂区内，
600 多个节点，
30 多个重点监
控点，他们一处
也不能漏！

□本报记者
薛生贵

■工厂故事■

山 东 省 威 海 港
工会“把职工生产生
活的细节放心头”。

通过一点一滴地做实事，努力提升职工幸福指
数，“我们的口罩都是 8 层，鞋底也比从前加厚
了不少……”如今，在山东威海港股份有限公
司，工人们身上的“装备”旧貌换新颜。 2013
年，威海港迁至新港区。刚搬迁时，基础较差、
资金不足，工作装备配备不理想。可是，港口工
作的危险性相对较大，工装关系着职工的安全。
工会收集了职工们反馈的意见，并在“职工安全健
康无小事”上形成共识。（1月17 日《工人日报》）

细节决定成败，关乎命运。“把职工生产生
活的细节放心头”，充分体现“娘家人”把职工
放在心上，职工在娘家人心里有多重要。细节

关系到职工的安全生产，关系到职工的劳动保
护和幸福指数。细节是平凡的、具体的、零散
的，细节很小，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它的作用
是不可估量的。

“把职工生产生活的细节放心头”，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是工会工作永恒的主题。工会多和
职工接触，多零距离接触，多些关爱的细节，做
好精准服务，可以从中掌握第一信号，了解员工
的所想所思所盼。多关心职工在生产中或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第一时间给予帮助，慢慢的你就
成为职工心中愿意倾诉的人了。这对于“娘家
人”关心员工，服务员工，凝聚人心，营造家的温
暖，促进企业发展大有裨益。为企业健康、和
谐、稳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左崇年

要把职工生产生活的细节放在心头
■洒金桥茶座■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当梦想照
进现实，任何人都能闪闪发光！”这
句话，在陕汽控股集团华臻部件小
件涂装厂运行一班员工身上，也非
常妥贴！他们用手中的喷枪，把心
中的梦想、客户的需求和企业高质
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将喷涂工件
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运行一班是一个勤学善思、博闻
强识、团结奋进、勇于创新的年轻团
队，平均年龄 28岁，主要承担着陕汽
控股集团所有车型驾驶室外饰件的
涂装工作。

提起这个班喷涂技能的佼佼者，
大家都会骄傲地为王彦宏竖起大拇
指！他 11年如一日，潜心钻研、强化
练习，以喷枪为笔，汗水为墨，在五彩
斑斓的世界里书写着一名喷涂工的
初心不改。他总结出的“喷枪与工件
适距、喷枪与移动速度、喷枪与空气
压力、喷涂与移动轨迹”等 26种经验，
掌握了 2大类喷枪和 20种手工喷涂

过程质量控制难点，形成了一手宝贵
资料。他还善于将技能提升策略放
在“人、机、料、法、环”和“漆膜、光泽
度、鲜映性、色差”等产品性能指标
上，用新时代工匠精神，出色完成了
支援保障、重大项目和急、难、险、重
任务，成为手工喷涂的行家里手。

近年来，该班组逐步形成了“全
员重视创新、人人参与创新、主动思
索创新”的浓厚氛围，为企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一年来，运行一班结合生
产经营所做的创新提案就有 46项，实
现了华臻部件创新成果的价值共享，
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其中，潘宏
博就是运行一班创新提案先进个人
的典型缩影。2018 年，该集团公司
以市场正向研发为导向，推出了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迈向高端的 X6000
新产品。同时，也将手工喷涂质量
一下跃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可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潘

宏博脑海里不断闪现！一定要让喷
涂技术达到X6000喷涂工艺标准，决
不能拖半点后腿！就这样，他找来
了X6000工艺喷涂标准，对着指标逐
项看，对着差距逐项改，丝毫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最终，在前期 50 辆
X6000 底漆喷涂中，采取了“严格工
艺标准、秒表精确时间、技能实操过
硬、灵活处理问题”的喷涂方案，凭
着自身精湛的实操技能，带领班组
圆满完成了喷涂任务，受到了各级领
导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作为安全重点防火单位的华臻
部件小件涂装厂运行一班，全面做到
了将安全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他
们把“时时想安全，处处讲安全，人人
树安全”的核心内涵，放在了各项工
作的第一位，形成了人人监督、各负
其责的良好氛围，把安全渗透到了每
个角落。2018年 4月 17日，正在进行
安全检查的喻永安，把脚步停在了消
防器材面前，自言自语地说：“现在都

是信息时代了，要是能把消防器材日
常管理实现信息化，那该多好！”一个
突如其来的想法，使他陷入深思，参
考了大量资料、请教了专业老师，他
大胆提出了对华臻部件小件涂装厂
210个消防器材进行二维编码，再利
用无线二维码扫描器，对消防器材进
行安全检查的安全管理设想。思路
一提出，就得到了公司的高度重视，
最终在华臻部件技术管理部和安技
环保部的协同攻关下，于 2018年 8月
7日研发投入使用的《消防器材数据
库》改变了人工检查、登记、统计、录
入的安全管理旧模式，开启了大数据
安全消防管理的新时代。

也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像华臻部
件小件涂装厂运行一班那样的优
秀班组，陕汽的明天才会更加熠熠
生辉。 □通讯员 王洪江

——记陕汽控股集团华臻部件小件涂装厂运行一班

装扮五彩斑斓的世界

1月22日，来自延安市洛川县旧县镇韩
村的五保户李成虎专程来到国网洛川供电
公司旧县供电所，双手紧握住该所职工冯
晓斌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供电员工，这个
春节我家可以放心用水了。”

现年67岁的李成虎，是一个智障老人，
膝下无儿无女，常年患病吃药，靠政府发放
的救助金和打零工维持生计。随着气温逐
渐变冷，他家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冻坏了，每
天家里所有的生活用水就是提着两个水
桶，靠左邻右舍帮忙凑合着，眼看马上就要
过年了，吃水难题一直困扰着他。

最近，该公司组织开展春节保障供
电入户检查时，负责该片区的冯晓斌得知
情况后，专门借了一个大水罐，开车从 3公
里之外的水站拉水，终将老人家的水缸盛满。临走
时，冯晓斌还特意将老人屋内外的老旧线路、开关等
全部更换成新的，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叮嘱他
用完水打电话，自己会一直为他家送水，而且承诺春
节后会想办法解决他的后顾之忧。老人心里实在过
意不去，硬是拿来几盒香烟表示感谢，冯晓斌执意谢
绝后离开了。 □通讯员 王晓侠 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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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给项目领导“打分”
1月 19日，在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商合

杭铁路项目召开的职代会上，来自商合杭铁路工地
的 47名职工代表对项目部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民主
评议测评投票。

职代会上，项目部领导分别向职工代表报告了
行政工作、工会工作、项目公开等情况，解答职工
代表提案。并将民主评议测评领导结果现场公布，
主动接受监督，让职工代表在民主管理中“唱主
角”，调动了一线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

自 2017 年起，商合杭铁路项目部把领导述职
述廉、民主评议做为每年职代会上的“重头戏”，
发挥职工代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作用，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规范了企业决
策行为，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调动了职工
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了项目部民主
管理水平。 □通讯员 倪树斌

“现在的收益好得很。”看着鲜嫩的香菇，在
香菇基地打工的贫困村民李世琴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她同其他贫困村民一样通过袋料食用
菌入股，年底不仅可以分红，每月又可增加务工
收入近 3000元，如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汉中市留坝县江口镇铁矿村香菇基地负责
人、铁矿村扶贫互助合作社理事长陈良明介绍，
该基地共有袋料食用菌大棚 13个，投入生产的8
个，每个大棚平均栽
培 4000筒，每筒菌棒
成本价为 3 元、平均
可产鲜菇 1.2 斤，每
斤收购均价 5元，8个大棚半年能为种植户创收
19.2 万元左右，减去菌棒成本，仅此一项贫困群
众利用半年时间可增收 9.6万元。

“基地以袋料食用菌香菇栽培、深加工为核
心，种植示范基地规划面积 4 亩，已投入生产 2
亩，采用钢架结构大棚+遮阳网作为保护设施，聘
请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生产管理责任人，在原有一
台烘干机的基础上今年又新购置了一台，计划

2019 年夏菇再生产 5 万筒，保障香菇的四季供
应。”陈良明介绍。

目前，袋料食用菌香菇已成为该村主导产
业，按照农户自愿合作的原则，铁矿村扶贫互助
合作社负责食用菌基地设备设施建设、统筹管
理、菌棒生产、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通过基地
示范带动，全村所有贫困户结在了扶贫社里，联
在了产业带上。

食用菌产业发
展的背后，正好体现
出政府扶贫政策的
成效。江口镇采取

“企业+扶贫社+农户（贫因户）”的发展模式，通过
托管合作、自主发展、大户带动、抱团取暖等多种
生产方式，引领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

该镇已建成袋料食用菌基地 13个，占地面积
231.53亩，建成大棚 616个，吸纳贫困户自主发展、
扶贫社托管、虚拟入股发展袋料食用菌 137.7 万
袋，椴木食用菌 4737架。依托产业全镇 8个贫困
村将于今年实现脱贫摘帽。 □ 通讯员 陈耀芊

香菇产业富了铁矿村

■班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