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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花红半边天
——记陕北矿业产业发展公司机电设备维修中心主任马晓燕

谁说女子不如男。在陕北矿业产
业发展公司转型发展的道路上，每
每碰到发展和改革转型的硬骨头
时，总有一位在公司重要岗位上不
让须眉、屡创佳绩的巾帼标兵，她
就是产业发展公司机电设备维修中
心主任马晓燕。

她常常面带微笑、待人谦逊，但
工作起来的认真负责劲却让许多男职
工都心存佩服，周围的同事都对这个
女主任赞赏有加。近年来，她先后获
得“神华杯”采煤技能国际邀请赛先
进个人、“2017年陕西省能化地质系
统五一巾帼标兵”“2018年全国设备管
理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19
年，她又被陕煤集团评为“首届十大
巾帼标兵”。面对这些荣誉，她只简单
地说了一句“我只是在努力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

勇于担当立潮头

她是区域煤炭生产综合服务市场
化道路上的排头兵。前些年，在煤炭
行业整体疲软的背景下，产业发展公
司全方位开展市场化运作。在大家享
受于体制内运作带来的便利条件，对
外部市场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马
晓燕临阵受命，担任了市场营销部部
长。她带领团队跑遍了方圆 500公里

几百家煤矿客户，进行了地毯式的市
场摸底调研，细分客户，形成了产业
公司独具特色的精益服务体系，将八
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化服务中心打造成
提供全方位精益服务的共同体。一日
日披星戴月，一家家客户调研，一项
项业务梳理，星星点点的累积和百折
不挠的探索，外部市场业务从无到
有，一步步成长为目前公司转型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她是不同法人治理结构下设备统
管新模式的创新者。2015年她被调任
机电物资管理中心主任，她紧紧围绕
国家“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任务，在神南矿区推行大型综连采设
备及主要备件“五统一”管理，即：

“统一选型、统一采购、统一调剂、统
一维修、统一储备”，以女性特有的柔
性方式，在煤矿机电设备管理模式创新
之路上展示巾帼风采，开创了现代企业
独立法人治理结构模式下设备物资统
一管理的先河，为神南矿区实现“百元
成本矿区”作出了卓越贡献。

脚踏实地谋新篇

她是打造煤矿专业化设备维修一
流品牌的领头雁。2018年4月，马晓燕
调任机电设备维修中心主任，正是维修
中心生产任务极度饱和的时候。在确

保安全生产稳步推进的同时，她紧密团
结同事，以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工
艺流程、科技创新、实行单项目管理、开
展核心人才培养、党建品牌建设等工作
为抓手，实现劳动生产组织效率不断提
升，维修中心 2018 年产值达到 6.8 亿
元，创历史新高，为将维修中心打造成
煤矿专业化设备维修一流品牌奠定了
基础。

看花容易绣花难，作为维修中心的
掌舵人，她深知行稳方能致远，着力提
质发展，在服务品质、生产组织、经营效
益、管理基础和品牌建设等方面下功
夫。先后在单项目管理中做到“全、实、
准”的良性循环；在质量管理方面以“质
量溯源性”，将“5+1”质量管控立体模
型落实到全员、全流程、全要素；在基础
工作方面，亲自主持编印了综连采设备
的《质量控制标准》《工艺流程》和《关键
部件图示手册》，构建了中心-车间-班
组-员工“四级绩效考核体系”和车间
差异化薪酬分配体系。在一系列“为大
于其细”的举措中，维修中心品牌价值
和运行质量得到提升，发展根基更为稳
固，中心也迈上了安全规范的高质量发
展快车道。

心怀温暖爱同行

她是职场同事的“知心姐”。对于

同事，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尤其
是专业技术方面，毫不保留，碰到他人
不懂的技术问题，她都会不厌其烦地给
讲解。她一有时间就往一线跑，各矿业
公司、车间生产现场、技术交流小组活
动，处处都有她的身影，通过一件件日
常具体的工作带领出一批批管理和技
术骨干人才，时间久了，她身边的人都
喜欢或习惯亲切地喊她一声：马姐。

多少年来，只要碰到单位组织的社
会性公益活动，她都积极响应并自己主
动组织。她常年资助边远贫困山区学
生，自 2011年来，她坚持帮助失学的孩
子重返校园，为困难家庭雪中送炭，帮
助他们跨过困境。她每年都组织“衣旧
暖人心”活动，为贫困地区捐献旧衣物
和书籍等物品。朋友同事只要发出一
个微信点滴筹（轻松筹），她都会打开了
解实情，并及时给予金额不等的援助。
一直以来，她都是这么一个“喜欢”将他
人事当做自己事操心的人。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
程”，马晓燕用她的赤诚之心，在煤炭
生产专业化服务的前沿，勇于担当、精
于创新，奉献了青春和智慧，用实际行
动谱写了巾帼花开，红遍半边天的精彩
篇章。 （袁帅 王新月）

今年以来，“管理创新”成为
推动蒲洁能化公司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词”，为让这一“关键词”
落地，该公司烯烃中心通过请来

“四大护法”，让基础管理实现创
新创效。

工艺专员维护生产运行
“咱们班新进人员对催化剂切

线操作还没有做到游刃有余，本
月培训主题就定切线操作培训怎
么样？”“切合实际，我赞成……”这
是在 PP一班的培训会上，工艺
专员马都平进行培训主题征集的
画面。

为进一步强化工艺管理，促进
生产“长满优”运行，“工艺专员”应
运而生，成为了该中心第一大“护
法”。经了解，工艺专员由班组推
选、经理审核产生，每个小班组均
设有一名技术硬、素质佳的工艺专
员，保障了工艺管理在管理面积上
的全覆盖。同时，定人明责，制定
了工艺专员要建立班组事故事件
台账，上报班组培训主题及组织班
内培训，汇总班组工艺技改技措项
目等七个方面的工作职责，确保了
工艺管理在管理内容上的全覆盖。

“本月，我们班组未发生任何
工艺管理问题，顺利完成了产量任
务。”PE一班工艺专员李梦青告诉
笔者。

设备专员抓好设备维护
近日，走进烯烃中心生产现

场，总能看到拿着听棒、温度
计、登记表在现场进行设备巡检“问诊”、维护保
养的劳动身影。

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转是保障生产“安稳长满环
优”运行的前提和关键。为此，烯烃中心立足设备
管理工作中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问题，从每个班组
挑选出一名设备基础知识扎实、责任心强的操作人
员为设备专员，辅助设备技术员开展日常设备管理
工作。

“以前换热器内漏排查是设备管理工作中的老大
难，技术员腾不开手，耗时长。此次安排设备专员
开展换热器内漏排查工作后，仅仅一周的时间，此
项工作就高质量地完成了。”该中心设备管理负责人
杨永胜告诉笔者，为确保设备专员充分发挥作用，
该中心对设备专员职责进行了明晰，要求设备专员要
落实好班组区域内设备、管道标识的管理，班组点检
问题汇总，建立班组区域内设备及安全附件台账等六
项工作，全力推动设备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安全环保专员推动安全环保落细落实
为将安全环保管理工作落细、落实，全面营造“人

人讲环保，人人为安全”的良好氛围，烯烃中心通过在
班组设立安全环保专员岗位，将安全环保工作职责层
层分解到了“末梢神经”。

操作人员王飞是该中心MTO三班安全环保专
员，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拿着灭火器认真地进行检查。
王飞告诉笔者，安全环保专员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不
仅要负责班组安全环保文件、制度的宣贯、区域内消防
气防设备设施日常管理，还要监管班组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做好班组消防气防设备操作培训等工作。

为了切实扛起责任，王飞经常同其他班组的安全
环保专员沟通交流，提升自身安全环保管理水平。“在
其位，谋其职。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当好这个安全环
保的维护者、监督者、促进者。”王飞说道。

7SEA专员促进文明生产
7SEA管理是蒲洁能化公司企业文化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将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
养、安全、节约、环保、活动9项工作贯穿始终是烯
烃中心的重点工作之一。近期，为推进实现“机器
噪音听不见，跑冒滴漏看不到，异常气味闻不着”
目标，该中心积极在班组设立7SEA管理专员，以点
带面地抓好清洁文明生产。

从该中心清洁文明生产负责人何佳玮处了解
到，7SEA专员主要负责清洁文明生产文件、制度
的宣贯，对班组责任区内设备、管道、油站油库、
框架、地沟窨井等处的生产文明情况进行日常监管
和落实整改。目前，该中心12名7SEA专员已全部投
入“战斗”。“7SEA专员将成为落实清洁文明生产工
作‘全员行动’‘全方位治理’‘全过程管控’要求的有
力推手。”何佳玮说。 （曹亚婷）

“咋的了，小赵？上了一
天的班，不饿啊？”食堂餐桌
前，班长关心地问道。

“从早晨接班后，接管
路、打探眼、排水、整理风筒
……一直忙个不停，没想到
还被罚了钱，我心里咋想都
不服气。”电钳工小赵看着同
事帮忙打来的饭菜，一点胃
口也没有。

“咋回事？”
“下午快下班那会，机电技

术员徐工下井巡检时，发现油泵
旁边的油桶盖没盖好，上前一
看，发现单臂锚杆钻机的油箱盖
也是虚掩着的，于是，盖好了油
桶盖，拧紧了单臂油箱盖的螺
丝。升井后，就给我开出了 100
元的罚单……”

“哎呀！看你委屈的，不知
道的还以为你是忧国忧民才吃
不下饭呢？”班长的这句话把小
赵逗笑了。

对于这事，小赵觉得徐工有
点较真，解释说：“当时我正在给

‘单臂’加油，小王喊话催着我过
去帮忙抬根管子，于是就将单臂
油箱盖虚掩住，准备回来后再拧

紧螺丝。”
“此事看起来不起眼，但

存在隐患。”听完小赵的解
释，班长就事论事说：“油箱
盖没盖紧，空气中的煤尘就
会进入油箱，污染油箱内的
液压油，有可能造成单臂锚
杆钻机部分液压阀组损坏，
得不偿失。”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啊！”小赵听完班长说的话更
觉得委屈了。

“不是人家徐工较真儿，
是这样的细节太重要了，安全

生产不能留尾巴。我特别能理解
你，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升井上
来还被人抓着小事不放，当时是
因为忙，但也不能成为工作不到
位的理由。如果缺乏认真负责的
态度，心存侥幸，早晚是要出大事
儿的。”班长耐心解释。

小赵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其
中的利害关系他何尝不知，只是
有些赌气而已。他偷偷把手伸
进裤兜，将罚单紧紧地攥在了手
里、认在了心里。 （李万智）

编辑有话说：“千里长堤，溃
于蚁穴。”此言不缪。印度海军
曾有一艘潜艇舱内进水，居然是
忘关舱门，险酿大祸。一张罚
单，警醒小赵的一时粗心，小赵
不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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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建设

一线精英

“井口安全
门主要是为了
防止人员、矿车

及其他物品坠落到井下。井口安全门与提
升信号联锁……”近日，澄合矿业董东公
司运输队 16名职工的手机微信在同一时
间收到当班的学习内容。类似这样的“微
课堂”在这个公司已不是新鲜事，几乎每
班、每个区队和班组都在进行着。

今年，该公司积极搭建全员素质提升
新平台，探索班组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通过组建微信群、开设微课堂、播放微视
频、举办微培训，不断加强班组安全管理，
夯实班组安全基础。

微信群寓教于乐

“我们都喜欢在群里分享我们自
己看到的好的知识，好的故事，有的东
西就是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无论是
老师傅，还是年轻人都是微信群的忠实
粉丝。

据了解，微信群是职工们自发建立的，
大伙没事都爱看看微信群，分享知识性信
息。这些信息有一大部分是职工的“原
创”，也有一部分是从网络转载过来。电工

刘璐强指着手机微信说，他保存了 21篇微
信文章。“像《煤矿工人写给新时代的一封
信》这篇说的是煤炭行业的巨变，矿山的日
新月异和我们煤矿工人的崭新形象，看了
新时代带给我们煤矿工人的改变，我们引
以为傲。”他说。

电钳工刘军辉说，还有这个微电影《重
来》，故事说的是一个职工未落实安全措
施，班中戴安全帽却未系安全带的故事，警
示我们生命可不能重来。

微课堂事半功倍

“微课堂”是该公司开展全员技术练
兵、技术比武活动和全员创新创效教育的
重要形式之一，时间短、内容集中，通过职
工身边的经验技术、鲜活事例，一传十、十
传百，起到潜移默化的传帮带效果，树立起
职工学技术、搞创新、固安全、行标准的新
理念和行为新风尚。

据了解，该公司技术“微课堂”培训不限
人数和时间，技术骨干随时传授业务知识和
技能。时间一般控制在 30分钟左右，节奏
快、效率高，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技
术骨干实战演示，把“问题”当“教材”，现场
讲解，有效地解决了怎样干和为什么这样干

的问题。截至目前，该公司技术“微课堂”已
举办了6期，取得了很好的传授效果。

“在作业现场开展技能知识培训、指
导，既不影响生产，又能从实践中学习到
新知识，边工作边培训，在工作中学习，在
学习中提升，工作学习两不误，这样的培
训效果真好。”车床检修工张龙辉是受益
者之一。

微视频敲响警钟

“《煤矿经典警示事故案例》教育片每
天都有更新，从没间断，像电视连续剧一
样。”董东公司安检员刘楠说。今年以来，
该公司通过播放微视频，向广大职工提醒
工作中的安全常识及日常工作中容易疏
忽之处，同时对个别丢三落四不按规定佩
戴防护用品的“马大哈”职工进行曝光。

“警示教育片很短、很灵活、信息量大，
职工们都很喜欢看，教育效果很明显。”生
产支部书记许永杰说，微视频这种宣教模
式摆脱了以往“口对耳”灌输式的宣教模
式，使职工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接受，从
思想深处得到了警醒，行为上做到了不闯

“红灯”，不踩“边线”，收到了“以案促教”
的预期效果。

微培训丰富多样

“刚开始尝试微培训时，有不少人不适
应，还有人认为是给人穿‘小鞋’！渐渐改
进了，大家也都慢慢地适应了！”群安员王
彦军说。

以前班组安全培训都是集中在一天或
者半天进行，各个工种包含二十多人，坐在
一起培训，大家开玩笑说，培训就是“大烩
菜”。培训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听课的职工
哈欠连天，打瞌睡。台下的职工讲，左耳进
右耳出，培训课一结束，又原封不动地全部

“还”给老师。
微培训其实就是订单培训，分工种，按

岗位进行分类培训。比如，在主绞不提煤
时间段，把检修工、电工集中在主绞房，培
训安全装置故障的排查。对照实物讲解，
非常直观，大家很快就掌握了排查技巧。

今年以来，董东公司严格按照依法培
训、按需施教的原则，深入推进职工订单式
培训工作，通过丰富职工培训“品种”，满足
职工学习“口味”的方式，坚持在职工操作
技能培训、管理人员业务知识培训上下功
夫、做文章，重点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突出
提高关键人员和重点人员专业技能。

（高琦 王倩 李辉）

澄合董东煤业公司

“班组微课堂”练就真功夫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陕西
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机加
工车间针对生产任务相当饱
满的实际，及时调整设备，固
化批量产品加工程序，想方设
法减少中间环节，最大限度争
取有效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
效率，为全面完成预期任务打
好基础。

今年公司塔式起重机计划
生产 600台，这对公司目前的
生产制造能力是一次大考验。
塔机上支座结构目前没有合适
的外协单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加工，对于机加工车间来讲意

味着今年要完成塔机 600个上
支座结构的加工任务。接到生
产任务后，加工中心数控操作
手赵宇、杨康、郭强、刘旭为了
确保加工质量，不分昼夜反复
进行设备调整和程序测试，最
终固化了该零件加工的数控程
序。车间刀具管理负责人王建
斌、贺文龙按程序确定了加工
中心的刀具规格、型号、尺寸，
及时采购标准化刀具，做好备
件，并完善了加工工装。为了
实现该零件生产在车间的精准
控制，计划员张肖在程序固化
和刀具标准化的基础上，将单

件零件的加工时间进行预估，
精准到小时，完善了生产计
划。车间生产主任李华、调度
员杨保民根据公司生产计划和
实际加工能力，与公司生产管
理部及上道工序车间作好沟
通，保证毛坯零件及时送达车
间，使车间加工设备零等待，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通过机加工车间职工上下
一心、科学管理，实施精准生
产，解决了瓶颈零件的加工问
题，为车间及公司此项任务的
如期完成提供了保障。

（李军峰 张晋安）

陕建机股份机加工车间陕建机股份机加工车间

让设备零等待 使工效大提高
本报讯“哎呦呵，这个工装不

错哟！”近日，彬长矿业生产服务中
心液压车间千斤修理班班长张森
利用废旧材料“拼凑”出的一个小
工装“链条式扳手”，引来该车间同
事们的围观，得到大家的“点赞”。

由于液压千斤长时间在井
下潮湿环境中承压工作，千斤活
塞螺纹部分很容易氧化锈蚀，这
给千斤螺纹式活塞拆解与装配工
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导致活塞
拆解费时、费力、效率不高。鉴于
此情，向来喜欢机械研究的张森，
就动了制作拆解工装的“心思”，
他先找来两根废旧钢材和一根废

旧链条作为原材料；在工装制作
中，他将套管作为杠杆手柄，前端
与链条焊接，套管内有螺纹卡件
作为支点方便不同活塞尺寸的调
节，扭力由手柄前端螺纹卡件与
链条的啮合力产生，链条式扳手
在活塞表面没有施力作用点，可
最大程度保护活塞与缸筒配合的
外表面不受损伤。该“链条式扳
手”，使千斤活塞拆装更加方便，
同时还能对含密封件、薄壁管件、
塑料管件等进行夹持和旋转，且
不产生咬痕、不损伤工件表面。

“链条式扳手”工装的诞生，
在攻克千斤活塞拆解难题的同
时，也使单根千斤活塞拆解速
度由原来的10分钟左右缩短至2
分钟。 （刘朋鑫）

一根废旧链条的“逆袭”
彬长矿业生产服务中心

创客空间

本报讯 韩城矿业桑树坪二
号井以开展“导师带徒”活动为
载体，不断提高青工的综合素
质，壮大人才队伍。4月12日，该
矿召开了导师带徒推进会，总结
2018年工作，并对今年工作进行
了详细的安排布署。

去年公司开展“导师带徒”工
作中，该矿成功配对8名师徒，结
对导师通过一对一“传、帮、带”的
方式，向青年员工传授自己的工
作经验，帮助青年员工在工作岗
位上快速成长。在公司召开的

2019年科研项目暨导师带徒推进
会上，该矿 2名导师、4名徒弟在
全公司129对师徒中脱颖而出，进
入前30名，获得公司表彰奖励。

今年，该矿筛选出 19名青年
员工为徒弟，与具备扎实理论功
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或技
术人员按专业进行内部配对。
导师们制定了年度学习计划，同
时该矿还制定了考核管理办法，
每季度对师徒进行考核打分，确
保“导师带徒”活动收到预期培
训效果。 （孙聪 弥鹏真）

依托“导师带徒”壮大人才队伍
桑树坪二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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