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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是我的梦想”

“追求卓越，成为一
名卓越的技术工一直是
我的梦想。”这是陕西中
汇煤化有限公司机动车
间副主任王勇见到记者
时说的第一句话。王勇
说，他曾经为了弄清楚
一个机械方面的问题，
连续一周“泡”在书店查资料，直到弄懂
吃透为止。
5 月 10 日，在位于韩城市的陕西中汇
煤化有限公司机动车间里，该公司工会
干事樊学胜说起王勇的事迹时也是如数
家珍：“王勇是 2008 年来我们企业的，主
要负责电力供应，电气和机械设备的管
理、维修保养等。他参与了企业所有的
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工作，为企业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年也荣获了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

煤车；给熄焦泵房设计远
距离控制系统；自制供水
自动控制系统；改制粗苯
车间软化水上水系统；给
炉顶上升管盖水封加装
自动补水装置；自行研制
高度适中、喷洒扇面大、
角度匀称的熄焦喷头；在
拦焦车原设计的基础上，加装抽风管，变
一路除尘为两路除尘；给推焦车启门器伸
缩杆加置保护装置，确保安全生产；改装
炉面煤仓擦板，加装加力杆和行走托辊
轮，减少加煤耗时……这些技术革新项目
成功的背后都有王勇的身影。
当谈到人生信条时，王勇坦言：
“对于
认准的事，只要认真踏实干，就一定会出
成绩。”据粗略统计，自 2008 年以来，他经
办成功的百余项技术革新项目，让陕西中
汇煤化有限公司的焦化环保工作走在了
同行业前列，并为企业节约资金 2000 多万
元，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实习记者 赵院刚

——记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机动车间副主任王勇

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

阿布 司机中的﹃战斗机﹄

正在维修机械设备的王勇腼腆地笑了
笑说，
“其实我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
王勇的同事告诉记者，王勇这些年有
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当遇到疑难问题
时，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以前，企
业的捣固侧装煤车大链主动轴经常发生
断裂事故，平均每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
更换一次就得花费四五天时间，不仅影响
了生产，还导致生产车间、机修人员怨声
载道，而这却引起了他的兴趣。有段时
间，他常常拿着尺子在装煤车上来回测
量，回到办公室后反复演算
……最后，他发现是设备的
传动方式有问题，通过增加
轴承座，调整主轴受力点，

风采

阿布是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几内亚达圣铁路项目部的 30 多位
司机中的其中一位，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了。2011 年我们单位承担几内亚西芒杜
铁矿地勘项目时，阿布就担任我们项目部
的司机。他今年 34 岁，早年参过军，体型
魁梧，健壮有力，打眼一看给人一种很安
全的感觉。
与其他司机不同的是，阿布每天早晨
提前半小时到达工作岗位，发动着他的车
仔细检查车况，刹车、离合、油量、轮胎，每
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更为贴心的是他会把
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座位会用消毒水擦拭
几遍，就连车门把手也不放过，项目部人
员都抢着坐他的车。
早晨出工前的安全培训，是我们项目
部每天必做的功课，培训结束后，其他司
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说笑笑，这时，
阿布的标准动作就是腰板挺直，手背身
后，威严地站在他的车旁，随时准备进入
战斗状态。阿布的话不多，他也不和其他
司机说长道短，我觉得他除了开车就是检
查他的车况，车就是他随时准备战斗的武
器，我们大家都送给他一个绰号：司机中
的
“战斗机”
。
阿布的车技很好，每天外出遇到突发
情况，他都会顺利解决，他不但解决自己
车辆的问题，出工在外，只要项目部有车
辆出现情况需要救援，阿布忙完自身的任务后都是第
一个挺身而出，热心地帮助同事解决车辆故障。他说：
“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有困难就要互相帮助。
”
在项目部，不论外业收工多晚，阿布从不叫苦叫
累，也毫无怨言。有一次出去踏勘，从早晨 7:30 出发，
回到驻地时已是晚上 10 点多，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坐车
的人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可阿布依然精力充沛，他还
帮我们的工作人员搬送仪器。我们的美女翻译尹婷不
解地问他：
“你累不累啊，开了一天的车，今天的路况那
么糟糕。”阿布微微一笑，腼腆地说：
“不累，这是我的工
作，我热爱我的工作！”
□吕君

解决了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在长时间的生产运行中，托煤机板
和托煤滑道经常磨损，按要求半年就得
更换一次，更换费用为 15 万元，一年下
来就需花费 30 万元。他凭着多年来的工
作经验和悟性，大胆提出自己换底板的
设想，费用仅需一二百元，更换后使用
效果很好，仅此一项每年就为企业节约
费用近 30 万元。
他还擅长对设备和工艺进行改革创
新。经他设计制作的蒸发器，每天蒸发提
纯脱硫废液 26 立方米，基本解决了企业脱
硫废液无处排放的问题；他将提门结构改
为全液压系统，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
劳动强度。自行研制成功套筒式无烟加

图为常军章（左一）与工友前往该
厂采油四队郝 777 井采油工贾怀枝的
值班室，把个人奖金作为慰问金送到
他手中。
□高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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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奖金分给更需要的人

一线新闻

今年 45 岁的常军章，现任延长油田股
份有限公司杏子川采油厂安全环保质检科
科长。
“ 他工作 16 年来，始终秉承延长石油
‘埋头苦干，开拓创新’的石油精神，奋战在
采油最前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塑造了新时
代石油人的光辉形象。”该厂党委书记高文
耀这样评价。常军章正是凭着一丝不苟的
干劲，使他曾所在的采油四队各项工作始
终走在延长油田公司前列。
记者了解到，常军章曾担任采油四队队
长，
以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勇于承担重大险
难任务，
常年奋战在生产一线，
总是把荣誉让
给同事，
把奖励和奖金分享给更需要的人。
“作为采油厂的先进党员，在拿到奖金时想到的却是
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一线职工，把自己的奖金用在职工身
上。”职工汤万虎说，
“ 采油四队郝 777 井采油工贾怀枝是
名劳务派遣工，家里有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需要照顾，其
妻子又不幸患脑梗瘫痪在床，近 5 年随丈夫一直生活在井
场，但贾怀枝从未因照顾妻子延误工作。”常军章知道情况
后，把自己的奖金送给了贾怀枝，鼓励他要坚强面对生活，
老贾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不辜负组
织的关爱……”
厚德能载物，助人能快乐。奖金有限、情义无价，一份
先进奖，滋生诸多关爱情。常军章无私献出的这份凝结关
爱的奖金，让困难职工鼓足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近日，2019 年 3-4 月《陕西好
人榜》入选名单发布，杏子川采油厂职工常军章荣登《陕
西好人榜》敬业奉献类好人。他以实际行动一次次证明
了一个好人的善举、善念。
□本报记者 胡建宏
■工厂故事■

馨动长安 情满旅途
——记西安北站“馨动长安”服务组
近日，在陕西省工人先锋号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北
站“馨动长安”重点旅客候车区，服
务人员宋怡、李璐以及“轮椅哥”吴
瑜等正忙得不亦乐乎。旅客回家之
路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工作人员
的微笑服务洒满大厅。
从 2013 年 11 月建站从来，西安
北站始终把文明服务旅客作为创
建重点，于 2014 年创建“馨动长安”
服务品牌，成立以服务队领班姚娟
名字命名的“姚娟创新工作室”，推
出“爱心服务卡”
“ 亲情一卡通”
“外

语帮帮卡”
“ 丝路馨语卡”等多种服
务措施。
该班组在工作中勇于创新，创
建书香候车室、打造“母爱空间”母
婴室，应用“互联网+”模式，为旅客
提供“私人订制”预约服务。在应
对突发情况中，总结了“六心”服务
工 作 法 ，建 立 了 与 列 车 、地 铁 、机
场、残疾人联合会、福利院、医院无
缝对接的“六联”机制。
“ 六心六联”
服务法也成为车站全员服务旅客
的“必修课”
。
服务工作，
充满委屈也时有感动。

“如果服务是 100 步的话，自己宁愿
走 101 步，也绝不走 99 步。”西安北
站“轮椅哥”吴瑜常常用这句话提醒
自己。6 年间，吴瑜平均每个工作日
要推轮椅 30 多趟，行走 2.5 万余步。
同样，带着温度、带着感情为旅
客服务的理念早就融入到了“馨动
长安”服务组所有工作人员的血液
里，他们一个个发自内心的微笑、一
通通不厌其烦的电话、一次次主动
上前的“搭把手”，让旅客的心里更
踏实、
旅途更愉快。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近日，经过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电务
段以及相关单位 4 个多小时联劳协作，阳安二线新设涧
池铺站施工顺利完成并开通。图为施工结束后，职工运
用微机监测系统对全站设备进行不间断调看分析 。
□王建滆 摄

咸阳：
唱响劳动者之歌 共圆奋斗者之梦
在秦汉文化的发祥地——咸阳，百万
名劳动者大军以高度的主人翁使命感和责
任感，积极投身到建功新时代的火热实践
中，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推动咸
阳各项重点工作取得全方位成就，持续保
持全省前列——

余人次。不断推进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开
展寻找“三秦最美”系列活动，在全市表
彰“最美职工”“最美人民警察”“最美乡
村教师”……
↓

激发劳动热情 汇聚奋斗力量

↓

坚守理想信念 彰显政治本色

陕西商洛发电有限公司

积极创建学习型班组
本报讯（闫鹏伟）今年以来，陕西商洛发电有限公
司积极开展学习型班组创建活动。
该公司以学习型班组建设为抓手，紧紧围绕“学习
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理念，积极开展班组“争创”活动：
一是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班组成员的技术技能、政治理
论、文化知识学习，建立团队学习机制，培养班组成员
逐步养成终身学习、全程学习的良好习惯；二是定期开
展技能比武、岗位练兵、劳动竞赛、职工科技创新及合
理化建议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三是组织
开展师带徒活动，不断提高班组的技术业务水平，使班
组成员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应知应会知识；四是修订完
善制度，细化激励措施，奖励积极的学习行为，树立和
宣传学习标杆和样板岗位，用职工典型带动班组整个
队伍进步。
与此同时，该公司 11 个班组，分别针对各自的工作
特性制订学习型班组实施方案，完善班组制度和岗位
职责标准，将学习型班组建设纳入岗位职责中，明确班
组成员在学习型班组建设中的任务和标准，将学习融
合到工作程序中，
营造浓厚的持续学习氛围。

这 3 年，
咸阳变化深刻且有力。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期望令我至今铭
记在心，作为一名车间工人，在工作中，我
要继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做一名技术精湛
的奋斗者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常海
兵说。
一直以来，咸阳工会以实际行动彰显
政治本色，坚持贴近基层、贴近职工，举
办专题宣讲、辅导讲座、班组学习和职工
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300 余场次，受教育职
工超过 23 万人次。动员广大职工广泛开展
各级各类建功立业活动，全市共表彰“脱
贫攻坚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咸阳市职工
十大技术明星”等各类先进人物 77 名，命
名“劳模创新工作室”10 个，评选经济
技术创新成果 17 项。建立健全以一线优
秀职工为主体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评
选机制，完善全市劳模和高技能人才名
录库。引导企业重视、培养、使用高技
能人才，发挥先进人物、优秀技能人才
引领示范作用，厚植咸阳工匠成长土
壤，让工匠精神成为职工提升技能的风向
标。以“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百姓
宣讲活动为着力点，深入开展“三忆改革
发展史·不忘初心感党恩”“道德大讲堂”
“德善义举进社区”等活动，参与职工 1 万

2019 年陕西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
上，渭南公路管理局被陕西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
荣誉称号。
陕西省渭南公路管理局担负着渭南市辖区内 3 条国
道、6 条省道共计 709 公里的国省干线公路和 106 座大中型
桥梁的养护、建设和管理任务。近年来，全局广大干部职
工以打造全域美丽干线公路为目标，精细管理，撸袖实干，
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多点开花，全局公路养管水平迈上新
台阶。
该局统筹考虑、科学规划，有力提升了全市干线公路
路况水平及社会服务能力。三年来，先后完成 168.78 公里
公路养护大中修及预防性养护工程任务；完成了国道 242
韦庄至汉村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完成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30.57 公里；完成 4 条线路 25 处水毁修复工程，工程质量合

进入新时代，咸阳工会自觉肩负起时
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团结动员全市职工群
众，在继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奋进。
他们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市、县两级劳动关系监测组织网络和分析
研判机制，全市共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
会 14 个，拥有专兼职集体协商指导员 287
人，2018 年受理并调处劳动争议案件 13
件，调处成功率 100%。咸阳工会还敢为天
下先，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率先在全
国建立了 《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质量评价体
系》， 使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从宽泛的估计
走向了“量化标准”评价，全年共签订工
资 集 体 合 同 5868 份 ， 覆 盖 职 工 50 多 万
人，涉及企业 8472 家，占已建会企业的
94.2%。这不仅让咸阳职工工资标准集体
协商有据可依，还为全国工会改革创新提
供了
“咸阳样板”
。
加强工会劳动保护工作。开展“安康
杯”竞赛活动，全市参加企业 2840 户、班组
5838 个，参与职工超过 14 万人，选拔市级劳
动保护监督检查员 326 名。组织安全生产
督导检查，累计排查化解各类事故隐患和
不安全因素近千件，为维护职工的生命健
康权益提供了可靠保障。大力开展“关爱
职工送清凉·追赶超越立新功”活动，进企
入户慰问劳动模范、走访帮扶对象和困难
职工。

开展职代会星级创建活动。完成省总
工会第十次厂务公开职代会建设互检工
作；积极参加全省五星级厂务公开职代会
评选活动，评选出四星级基层工会 20 个。
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厂务公开职代会建制
率达 97.5%，非公企业厂务公开职代会建制
率达 97.7%，5 户非公企业被省总工会授予
“双爱双评”活动先进企业称号，34 户企业
在全省模范职工之家评选活动中受到表
彰，评选出全市 22 户模范职工之家和模范
职工小家。

次，形成了“以赔付促参保、以参保促工作”
的良好局面。
行走在全市人流量密集的主要街道和
交通站点，总能看到一座座标准化的工会
爱心驿站。总面积达 1127 平方米的爱心驿
站，为户外劳动者解决就餐、饮水、休息等
方面的实际问题，成为服务职工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启动的“工会会员服务卡”行
动，已经成为为职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
绍、生活救助、法律及心理援助和商品优惠
等高质量的普惠服务。
在“互联网+”的风潮下，咸阳全面建立
↓
勇立时代潮头 奏响奋斗强音
“互联网+服务职工”
“主题+活动”工作新模
式，全力建设“智慧工会”，开启了“咸阳网
近年来，咸阳工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上工会”
“ 咸阳掌上工会”，建立了“市总工
大局、服务职工，注重强基础、求创新、争一
会+ 基层工会组织+职工”的三级新媒体网
流、改作风。同时，不断加强产业工人队伍
络体系，打造了一批高质量、有特色、推得
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
开的网上工会服务品牌，不仅让职工随时
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随地都能找到工会组织、参加工会活动，还
在咸阳，工会全面服务理念已成为全
让咸阳这座“智慧城市”更富人文情怀和奋
市各级工会组织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从广
斗底蕴。
泛开展工会“四季送”活动，到元旦春节期
值得一提的是，常海兵、马群刚、张玉
间，全市各级工会共走访困难家庭 1049 户，
兰、武军社、任旭爱、杨瑾、王曙光……这些
慰问困难职工 13384 人次，发放价值 1200
劳模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把自
万元的慰问金和物品；组织开展“工会就业
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
创业援助月”等活动，为广大再就业职工提
供岗位超过 4500 个；不断提升“金秋助学”
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
活动层次，为全市 700 余名困难职工子女发
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爱岗敬业、争创一
放助学金 210 万元；落实劳模服务管理各项
流，以不懈奋斗书写新时代华章，共同创造
工作，为 286 名省级劳模和 400 名市级劳模
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免费体检；
“双节”期间共慰问各级劳模 150
在这个榜样引领、凝心聚力的新时代，
余人，发放慰问金 10 万元；持续扩大职工互
咸阳工会正在以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的感
助 保 障 工 作 覆 盖 面 ，全 年 参 保 人 数 超 过
人故事点燃全市广大职工爱党爱国热情和
岗位奋斗激情，努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10.1 万人，新增会员 1.5 万人，参保金额达
854 万元，赔付金额 561 万元，赔付 7629 人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梁高强

八千里路云和月
——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渭南公路管理局
格率均为 100%。省道 209 临蒲界至故市渭河特大桥及引
线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道路环境整
治，共清理占道经营 2318 起、非法加水洗车点 415 处、治理
抛洒污染 1273起、
拆除违法建筑 56处、
清理非标 2627块、
整
治过镇路段 124 处、制止打场晒粮 354 起、清理路边堆积物
2.22 万立方米；
认真贯彻落实交通部、公安部路警联合治超
文件精神，
依托固定站点强化科技治超，
加大盲区路段超限
运输管控，
利用电子警察抓拍系统，
共检测车辆186万辆、
查

处非法超限车辆 7275 辆，
为全市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安全
舒适的公路通行环境。
渭南公路管理局党委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
作风建设，创新干部职工教育新模式，并通过举办书画摄
影展、演讲比赛等文娱活动，树立公路行业良好的社会形
象。以美丽干线公路创建工作为抓手，三年来共处理路面
病害 7.9 万平方米、修复构造物 3753 立方米，清理桥梁涵
洞 7333 道、伸缩缝 6963 道，先后为基层养护单位购置自卸

车、洒水车、装载机、清扫车等机械设备 65 台（件），筹建了
机械化养护应急救援中心 3 个，完成国道 384.35 公里美丽
干线公路创建任务，打造绿化美化景观节点 44 处 。2018
年，该局的美丽干线公路创建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在除
雪保畅战役中，出动机械设备830台班，
撒防滑料8426立方
米、融雪剂 2006 吨，
清理积雪 7040 万平方米，
有力确保了渭
南市辖区内雨雪天气国省干线公路的安全畅通。
有耕耘就有收获。渭南公路管理局先后荣获了陕西
省公路养管工作“好路杯”评比第二名、陕西省公路行业劳
动竞赛“先进单位”
、陕西省公路行业新闻宣传“先进单位”
和优秀政研分会。
在新的形势下，渭南公路管理局广大干部职工上下一
心，团结拼搏，共创公路建设新的辉煌！
文／惠焕章 图／李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