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张 瑜 校对：桂 璐

2019年9月10日 星期二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特能集团陕西北方民爆公司

完成泄洪应急抢险救援任务

本报讯（师维仓 白晓洁）9月3日，特能集团陕
西北方民爆友邦爆破公司承担的国能集团四川卧龙
龙潭电站洪水漫坝应急抢险任务成功实施闸门泄洪
切割爆破，大坝于20点50分左右泄洪成功，彻底解除
了汶川“8.20”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灾害引起的龙潭电站
洪水漫坝阻断交通和可能带来的失稳溃坝风险。

接到本次抢险任务后，陕西北方民爆公司友邦
爆破团队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抢险指挥部。同一
时间，北方特种能源集团充分发挥爆破服务一体化
全产业链优势，及时协调各个公司将爆破材料运送
到应急抢险现场。

陕建机施集团

获得西安市100万元奖励

本报讯（高攀飞）日前，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财政局对 2018年度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企业进行
了奖励。陕建机施集团获“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奖
励”100万元。

去年以来，陕建机施集团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
成功晋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成为陕西
省唯一一家拥有公路特级资质的省属企业。整合系
统内部钢构资源，组建陕建钢构集团，着力打造钢
结构全产业链，今年成功斩获3项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网神木市供电公司

筑牢电网“安全堡垒”

本报讯（杨志伟）9月4日，国网神木市供电公司
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辖区内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安全
知识宣传和防外力破坏巡视排查。

入秋以来，建筑施工进入高峰期，电网外破风
险增大，为确保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该公司结合
实际情况，分区域、分小组全面开展所辖配电线路
的隐患排查和消除工作。在防外力破坏工作中，首
先是加强线路通道清理工作，其次是加大电力设施
保护宣传力度。同时，完善线路设备隐患台账，为
秋检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9 月 4 日 ，中
国 铁 路 西 安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团 委
组 织 90 余 名团员
青年在八路军西安
办事处纪念馆，开
展“我与祖国共奋
进 国旗下的演讲”
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并通过共青团中央

“微邦”平台进行全
程直播。

杨静龙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孟珂）9 月 5 日，
陕西省退役军人红色疗养基
地在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
院挂牌。当日，全国重点优
抚对象短期疗养慰问座谈会
在该医院举行。

陕西省退役军人红色疗
养基地旨在充分挖掘红色资
源，将疗养与传承红色基因有
机结合，让疗养人员追寻红色
记忆、接受红色教育，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陕西
省退役军人红色疗养基地将

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培育专业
化疗养保障队伍，提供精准
化、人性化、个性化的优质服
务，与全社会协同打造退役军
人红色疗养品牌。

陕西省荣誉军人康复医
院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是
全国第一所荣军医院，也是
全省唯一收治 1 级至 4 级残
疾军人集中供养的优抚医
院。由医院荣誉军人组成的
红色宣讲团，经常为周边单
位宣讲红色故事，形成了特
有的红色资源品牌。

陕西省退役军人红色疗养基地挂牌

中国高铁“智慧名片”亮相西安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9月9日上午，由西安市政

府主办的中国（西安）电子商务博览会暨中国西部国
际电子商务大会，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作
为世界高铁建设的领航者，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代表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参加展览，向世界递上了一张中
国高铁建设的“智慧名片”。

本届博览会以“开放融合，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题，以跨境贸易、农村电商建设、智慧城市为展出重
点，旨在为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园区、企业打造展示宣
传、交流学习、商务合作、资源聚集平台，推动电商全
产业链互联互通、融合共享。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以“中国速度，智慧中铁”为核
心思想，分三个版块展示了中铁人在高铁四电集成、
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市领域的使命与担当。

“这是一顶会说话的智能安全帽！”中铁武汉电气
化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集无线传输、远程协助、语音

对讲、人员定位、任务发布等功能于一体，基于物联
网、无线通讯技术，成功接入“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
智能安全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各大项目施工现场，
为专业高效、高能的施工现场织就了智慧工地的“安
全防护网”。

在展厅里，智能安全帽、智慧路灯、渗锌产品等产
品现场展示互动，通过高科技手段，展示了中铁武汉
电气化局在电子商务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及中
国高铁建设领域的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体现了中国
高铁多年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

全自动腕臂预配平台为高铁建设插上智慧双翼，
“调度信息化”智能系统带来高铁革命，5G技术升级中
国铁路的智慧等级,“中铁智联网”成为智慧城市的智
能管家……“中国高铁”正在走出去，推动智慧城市建
设、智能装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更深层次地
交流互鉴、互联互通。

西安市周至
县是我国猕猴桃
人工栽植标准化
示范、基地县。9
月8日，游客以每
公斤40元的价格
在楼观镇送兵村
一组陕西蔚然农
业有限公司猕猴
桃示范基地园中
采摘猕猴桃。

尚鸿珠 摄

本报讯（韩星海）9月 8日，陕西省茶人联谊会、
陕西丝路智酿葡萄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茶酒相约中秋节诗话品鉴会在西安
举行，让参会者感受到了陕西茶香、葡萄美酒
的完美结合。

论坛会上，与会者纷纷发言，采用不同的方
式礼赞祖国、共话陕西美好未来。会议最后达成
共识，无论是茶品还是酒品，都要有自己含金量较
高的品牌，并且要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才会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茶酒相约中秋节诗话品鉴会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梁涛）近日，西安
至法门寺城际铁路项目初
步设计获得陕西省发展改革
委批复。本次批复对项目提
出了全面审查批复意见。

西安至法门寺至机场城
际铁路全长 236.517 公里，全
线共设乾县、临平、召公、法
门寺、午井、眉县、红河谷、
太白山、哑柏、周至、楼观、
重阳宫、鄠邑北、新西安南

等 14 个车站，是关中城际铁
路网“核心环”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沿线政府和老百
姓期盼的平安路、富民路。
对打造完善关中综合交通
网，促进沿线社会经济发展
和大西安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是省铁路集团积极响应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增
投资、稳增长工作部署的重
要举措。

西安至法门寺城际铁路初步设计获批

9月 9日，“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走进宝
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参观了集团的数控车
间、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机床展示
区、汽车零部件智能展示区、国家数控系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分中心、新品装配及试验
区等地，感受着宝鸡机床集团 50多年来“匠心
智造中国好机床”的使命担当。

“机床作为工业的母机，对于《中国制造
2025》至关重要。宝鸡机床集团在机床制造
行业走在了全国前列，建成的国产数控机床
及机器人汽车零部件智能生产线，也率先实
现了汽车关键零部件‘中国造’。”上海《劳动
报》记者裴龙翔在参观数控车间时感慨地
说，“我在车间里看到机器人、物联网等设备
和理念都被加入到设备的设计制造之中，让
我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技术的不断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宝
鸡机床集团建立了从技术骨干到“宝鸡工
匠”的技能人才五个层级上升通道，创建国
家、省、市、公司、车间五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为一线年轻职工传承“名师”的绝技绝活开
辟“绿色通道”。

随后，参观人员一行走进了“田浩荣劳模
创新工作室”，听到工作人员关于宝鸡机床集
团在培养劳模工匠人才机制的讲解时，大家频
频点赞。“这就是用劳模带出新劳模的模式。”
一位参观人员脱口而出。

“宝鸡机床集团在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工匠
和技能人才队伍方面非常规范，而且集团内产
业工人的素质非常高。我认为该集团在传承
工匠精神方面的经验值得大家借鉴。”《浙江工
人日报》宣传策划总监蔡东鸣说，“因为现在高
端技术产业和设备对操作人员技能素质的要
求非常高，需要通过电脑进行操作，融合运用
大数据等等。这不仅需要企业对职工进行技
能培训，更需要技能人才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以及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技术引领作用。

走进职工创意作品展厅，看到行云流水的
五指山、栩栩如生的八骏图、完美无瑕的冬梅
绣、严丝合缝的星光配等工艺品，参观人员纷
纷为之惊叹。这些都是基层一线职工充分发
挥自己的奇思妙想而制作的，充分体现了宝鸡
机床“匠心智造”的工匠精神。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

的梦……我们昂首再启程，共筑中国梦……”数
控车间里回荡着产业工人们慷慨激昂的歌
声，不仅唱出了产业工人的力量，也唱出了宝
鸡机床集团的“匠心智造”，更唱出了“共筑中国
梦”的雄心壮志。 实习记者 牟影影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
9月9日下午，“全国工会媒
体丝路行”媒体与企业对
接会在宝鸡召开。20余家
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设
项目的中省企业与 26家全
国工会媒体和省内媒体互
动交流，共商发挥媒体喉
舌功能，聚焦发展陕西流
动经济、枢纽经济、门户经
济，助力“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

陕西省总工会党组成
员、副主席张剑说，驻陕央
企和省属国企要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长效机制，把主题教育成
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
动力，传承丝路精神，实现
合作共赢。要牢固树立宣
传创造价值的理念，主动与
媒体加强对接，做好对“一
带一路”建设企业、工程项
目和工匠人才的宣传报
道，彰显企业新作为，展示
职工新风采。

会上，宝鸡市招商局就

该市主动融入“西部大开
发”和“一带一路”大格局
作了重点招商产业推介，陕
西省建设工会介绍了团结
动员广大产业工人在“一带
一路”项目上建功立业的经
验和做法，中国水利水电第
三工程局、中建八局西北公
司、中铁一局工会和中国电
建西北院先后发言，工会媒
体和企业代表还分别发出
了倡议书。

据悉，参会的企业在“一
带一路”沿线城市、沿线国
家和地区建设项目合同总
额达 2500 亿元人民币，每
一个工程项目都有可挖掘
的先进工法、创新工艺、典
型经验等鲜活的新闻素
材。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
程局等企业几乎三分之一
以上的职工长期在海外工
作，他们身上的奋斗精神、
科学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是新闻的“富矿”，他
们中涌现出的工匠人才也
期待媒体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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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车工李晓佳主动承担“车削加工断
屑”攻关任务，不但清除了自动线上的“拦
路虎”，还获得了 3万多元奖励。吴鑫、程
筱、冯强等同事在羡慕的同时，也达成了共
识——只要把事干好了，领导看得见。在
榜样的带动下，他们积极投身各种急、难工
作中，也更加注重学习、钻研……

从陕西首批“三秦工匠”李晓佳开始，再
到田浩荣、杨忠洲，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鸡机床）一年获评一名“三秦工
匠”。不仅如此，企业还涌现出了一批像麻
建军、张云飞、李宏林、翟江利等，获得陕西
省十大杰出工人、陕西省机械行业产业工匠
等荣誉称号的高技能人才。

宝鸡机床何以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工
匠？记者深入企业解码工匠成长“基因”。

坚持主业不动摇
一门心思培养“本土人才”

“宝鸡机床之所以坚守机床主业不动
摇，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机床工业的
发展，而我们肩负着做大做强中国机床工业
的历史使命。”宝鸡机床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强坚定地说。
“践行使命靠人

才，做强主业靠人才，
攀登机床工业顶峰更
要靠人才。”这是宝鸡
机床人从未改变的思

路。从企业成立之初就视“才”如命，一门心
思培养“本土人才”。

上世纪末，“绩效考核，按劳取酬”的做
法，让宝鸡机床在全市“名声大振”。很多人
都记得，企业每年都会给技能人才披红挂彩、
奖励洗衣机。那热闹场面叫人终身难忘。

从那时开始，宝鸡机床就建起了一套完
整的人才培养和奖励机制。率先在宝鸡
打破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薪酬制度。

多年来，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宝鸡机床
始终坚持强基固本练内功，一步一个脚印，
逐渐成长为国内机床工业的一面旗帜。

“坚持机床主业不动摇，心无旁骛聚焦
实业。”

李强说：“如果企业没有这一坚持，‘中
途换车’，必然导致大量的工匠和专业人才
流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宝鸡机床，就不会涌
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工匠人才。”

科学机制是保障
岗位靠竞争 收入靠贡献

李晓佳、田浩荣、杨忠州等高技能人才，
目前的月收入几乎与公司管理层不相上下，

但这绝不是因为宝鸡机床“有钱任性”。
一切的关键，在于宝鸡机床的内部职称

评聘机制。不与社会类职称评定挂钩，管
你是博士还是高级技师，到宝鸡机床必须
从头再来；技术职称也并非一“聘”永逸，而
是两年一复审评聘。积极创新奉献将带来
提等级、涨工资，消极怠工的话职称和薪酬
肯定会降低。

不仅如此，利用技能工作室培养出更多
工匠人才也是一大因素。在宝鸡机床的国
家、省、市、公司及车间五级技能工作室 4项
考核内容中，师徒帮带工作分值高达 24分，
几乎和“技术攻关”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
色”……这些都是他们高收入的秘诀。

“公司对‘宝机工匠’每年都有严格的
考核，其中‘徒弟’的技术职务有没有晋
升，攻克了哪些难题、取得了哪些成绩都是

‘师徒帮带’要考核的。”宝鸡机床工会副
主席秦慧琪说。

麻建军30年前就是一名试车工，尽管每
天要面对冰冷枯燥的机器，但这么多年他坚持
了下来，立式加工中心的翟江利也坚持了下
来，还有成百上千的技师都坚持了下来……

这股强大的原动力，便源于宝鸡机床人
才成长五级通道的魅力。

宝鸡机床通过实施《高技能人才管理办
法》等制度，设立生产技术骨干、助理技师、
技师、高级技师、宝机工匠5个等级的技术职
务，鼓励各类人才扎根一线，岗位成才，一举

打通技能人才的上升通道。
“2006年以前评聘为高级技师每月津贴

200元、技师津贴 100元，以后这个数字逐渐
变为 800元与 400元、1200元与 800元，参评
宝鸡工匠后更是能每月增加 2000元。”李晓
佳说，“这还不包括参与项目攻关奖励及解
决技能人才后顾之忧的其它特别照顾。”

在宝鸡机床，职工薪酬以五级通道为依
据，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凭本事吃饭”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党旗领航
把生产技术骨干发展成党员

“把生产技术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
培养成技术骨干”是宝鸡机床技能人才培养
的一个特有模式。宝鸡机床把党旗领航视
为工匠成才的“助推剂”，不断改进党管人才
的方法，真正做到了解放人才、发展人才、用
好用活人才。

“高技能人才座谈会”“高技能人才大
会”皆是宝鸡机床广泛听取对质量、技术、生
产、服务等意见和建议的好渠道，表彰一线

优秀员工、技能人才的好平台。
凭借坚持给技能人才压担子，连续开展

全员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宝鸡机床逐渐形成
了梯队健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高技能
人才队伍，企业技能人才队伍中党员占比更
是达到了70%以上。

与此同时，宝鸡机床把党建和企业文化
紧密融合，贯穿到工匠培养的全过程，形成
了以“严、勤、实、精”为灵魂的匠心文化，使

“匠心智造中国好机床”这一使命深入每个
员工的骨髓。

在匠心文化引领下，宝鸡机床大力弘扬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尊重劳动、尊重创造”
的文化氛围，从价值导向、宣传舆论等方面
改变社会上对技术工人的偏见和歧视。引
导年轻一代愿意进工厂、当工人，踏踏实实
学技能、练本领，让技术工人成为年轻一代
向往和羡慕的职业，让“劳动光荣”成为年轻
一代的价值追求。

促成人才成长的因素还有很多，集
团工会搭建的职工创新平台、举行的职
工创意作品大赛，以及实施的校企合作、
以赛促学的职业技能竞赛创新平台等，
都犹如一份份“助推剂”，有力地加速着
技能人才的成长。

宝鸡机床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将继续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建立更为完善的高技
能人才技术、技能创新成果推广机制，成
就更多具有绝技、绝活的高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工匠是这样炼成的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助力高技能人才成长小记

师傅在指导青工操作机床师傅在指导青工操作机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重走丝绸之路重走丝绸之路 共话丝路精神共话丝路精神
————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全国工会媒体丝路行（（宝鸡站宝鸡站））

为“匠心智造中国好机床”点赞

产品接触面刮研工艺吸引媒体记者关注产品接触面刮研工艺吸引媒体记者关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