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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榆林市会展中心项目，占地450亩，由7栋建筑单体组
成，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近日在完成钢结构屋面桁架吊装后，正抓紧展厅二
次结构和车库施工。项目部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将疫情影响的时间
夺回来，实现节点目标。图为工人在进行车库楼梯的配模。

□王雄文 徐文通 摄

■一线传真■
“大家集中一下，抓紧时间，请各个模块负

责人讲讲立项改善中存在的问题，演示下解决
方法，过程管理员做好记录”，在北方电子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院）产业园的调试
台前，圈长安排着圈内研讨活动，一群人的头
脑风暴正在热烈进行着。

这种圈活动在电子院的试验场、生产车
间、会议室、办公室随处可见。活动圈的主创
人，电子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培康表示：“活
动圈是以班组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价值
创造为核心，由工作相近、业务相关的人员组
成，在全价值链各环节中，采用自主管理、自主
创新模式开展持续性改善活动……”

据悉，“精益管理活动圈”在电子院已开展
7年多，注册活动圈 276个，立项 1177项，形成
成果 817项，610项列入汇编进行交流共享，活
动圈管理创新获得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管
理创新成果一等奖，陕西国防、兵器创新项目
一等奖。

活动圈办公室主任、电子院 206所工会主
席孙鹏说：“通过活动圈这个载体，共享大家的
资源优势，激发大家的潜能创造，使创新创效
的成果共享最大化。”以活动圈为依托，累计有
19个项目获得国家、省、产业大奖、职工科技节
奖项，14个班组获得“西北兵工五星级精益班
组”，12项成果获得创新成果奖，89名圈长成长
为精益骨干。

活动圈优秀组织单位负责人、电子院206所生产调试一室党
支部书记杨文文透露，2013-2020年，生产调试一室共注册“精
益活动圈”5个，立项 27项，已经完成改善项目 23项，2020年正
在实施项目 4项,本室参与圈活动 62人，跨部门参与圈活动 7人
次，本部门员工参与率达到100%，创效达到340万元。 □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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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从四川平昌走出来的农家姑娘，
用努力和认真书写人生，20年来以务实肯
干的工作作风服务顾客，成为陕西锦翔有
限责任公司行政总经理，是年轻服务员心
中的当红“偶像”。

罗淑娟进入锦翔从一名服务员做起，
她的敬业与热情很快赢得了进店顾客的称
赞，“人未到，声先到，声到行动到”是她对
自己定下的服务准则。

餐饮服务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
易。有一次一桌顾客结账时因一份料碗钱
与店内服务员发生争执，顾客情急之下出
言不逊，激起服务员的不满，双方僵持不
下。闻讯赶来的罗淑娟先向顾客赔礼道
歉，言语诚恳。看到顾客怒气明显缓解后，

她又耐心细致向顾客解释了
店里的规章制度，化解了顾
客的疑虑，赢得了顾客的谅
解，其他的顾客连连为罗淑
娟的服务点赞。这样的事情
在罗淑娟20多年的服务中不
知遇到多少次，其中受过的
委屈她早已记不清。

多年来，罗淑娟对于服务顾客的态度
从不打折扣。她说：“人和人相处需要彼此
的理解，顾客的一句感谢、一句称赞，就是
最大的鼓励。”去年夏天，罗淑娟看到一位
进店用餐的孕妇行动不便，主动将其扶到
座位上，并细心询问孕妇对口味的需求。
虽然当时是上客时间，人手紧张，但她还是
细心照顾孕妇，看到孕妇需要起身活动时，
又及时安排服务员给予帮助。对于罗淑娟
的贴心服务，这位孕妇在离开时连声道谢,

“怪不得朋友总是来锦翔吃饭，原来不仅味
道好，服务更好。”

罗淑娟时刻把顾客吃得舒心、吃得开
心，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你只有把顾客
当亲人，顾客才会真正体验到家一样的温

暖。”直到今天，罗淑娟对店员的要求仍是
如此。

在锦翔的 8家分店里，总能看到她美
丽的身影，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几乎每个到
店的顾客都会对她暖心服务留下印象，给
出好评。多年来，罗淑娟成为锦翔服务员
既定的学习榜样，大家始终记得罗淑娟的
话：“工作能不能干好，态度是第一。”她时
时处处用心做事的态度，影响着很多服务
员，也引领了很多服务员，为企业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一路走来，罗淑娟深知打工人的不易，
对店里的员工她总是给予家人般的关怀。
哪位员工家里有困难，她都会伸出援手；哪
位员工需要帮助，她都会献出爱心，竭尽全
力让每一位员工感受到锦翔大家庭的温
暖。罗淑娟回忆 2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感
慨道：“我 1999年来到西安，从一个懵懂的
打工妹走到今天，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就是
认真，任何时候你努力的样子，才是最值得
回忆的。”

凭借不断的努力，如今的罗淑娟不
仅是企业的管理者、老板的好助手，还

是西安市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今年
五一前夕，她又荣获了“陕西省五一巾
帼标兵”称号。 □唐玉洁

■职场精英■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是陕
建物流人——刘勇加速推进工作的至理名
言。在刚刚结束的陕建集团“劳动模范、抗
疫先进、十杰青年表彰大会”上，刘勇从两
万多名员工中脱颖而出，被评为集团公司
劳动模范。

今年 50 出头的刘勇，是一名共产党
员，有着十几年的经营工作经验，是陕建集
团陕西建工材料设备物流有限公司分管经
营的副总经理。

2016年前，公司年营业收入不足 5亿
元，年钢材销售量不足 20万吨，经营工作
进展迟缓，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公司发

展速度停滞不前。
2017年，交大创新港项目开工，刘

勇准确地把握到公司发展的新机遇，及
时调整经营策略，组建专项服务保障队
伍，汇总整个创新港项目钢材用量，用集
中采购、以量压价、分项目供应的方法将
钢厂采购价降了下来，并以低于市场价50
元/吨的结算价让利项目，使材料结算价
格在项目配送服务竞争中显现出了优势，
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赢得了建设单位
和项目部的认可，为集团实行“集中采
购”这一模式做了先行探索，开创了集
团“集中采购”的先例，使当年的钢材

供应量超过了 28万吨，营业收入达到 9.7
亿元。

2018至 2019年，集团在物流公司集
中采购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大集采、大物
流”，并以钢材作为试点材料。刘勇带领
经营团队半年创下了钢材供应 45万吨的
成绩，为集团节约资金 4000余万元，当
年公司营业收入突破 25亿元，钢材销售
量跃升至66.3万吨；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
80亿元，钢材销售量达166万吨，创历史
新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刘勇的辛勤劳
动，他敢于负责，勇于担当，遇到业务中的

急、难、险、重问题总是走在最前面，冲到第
一线。今年，刘勇带领经营团队在和公司
领导班子集体商议之后，大胆提出了创“百
亿物流”的目标。他要求经营团队的员工
要在工作中树立“出手必出彩，完成必完
美”的工作理念，强化“起步就是冲刺，开局
就是决战”的追赶意识，把敢于担当、崇尚
实干的优良作风融入到加快推进“大集采、
大物流”的各项工作中去。

目前，“大集采、大物流”的战略规划已
初见成效，陕建物流也成为“陕西乃至西北
地区钢材供应量第一”的公司，引起了同行
和厂家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刘银海

“出手必出彩，完成必完美”
——记陕建集团劳动模范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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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在行动
工复产

何小宝高中毕业，从临时电工起步，历
经机械管理员、材料员等多个角色转换，参
与了多项国家重要工程 。

两年前，何小宝进入中建一局西北公
司咸阳秦都高铁枢纽换乘中心项目，担任
物资部经理。他以“土办法”和颇具“个性”
的带徒方式，带动了项目物资管理的精益
化，使新人快速进入状态，为项目新员工培
训做出了有益探索。

“跟我来”

2018 年 7 月 28 日，上任物资部经理
刚刚两个月的何小宝被赋予了一项新任
务——探索新入职员工培训工作。于是他
以“导师带徒”的形式带领刘希哲、闵佳两
名徒弟开始了新的摸索。

不久，项目新送来一批镜面板，徒弟

刘希哲赶紧来请示师傅。作为导师，何小
宝只留下一句“跟我来”，就匆匆走向物资
接收现场。只见何小宝在其中一张镜面板
上裁下了一块 10公分大小的板子，投进了
沸腾的水里……

徒弟们满脸疑惑之际，何小宝告诉
徒弟：“放进去烫，不脱胶、不膨胀就没
问题！”

类似的传授细节很多。在徒弟们熟
悉了材料验收的基本流程和线上线下合
同程序以及线上网络操作后，何小宝的
带徒更多是“跟我来”。每当有料到场，
徒弟们总能听到何小宝招牌式的话——

“跟我来”。

“和你去”

一日，来料依然是镜面板，获得何小宝

真传的刘希哲、闵佳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何小宝没有阻止，而是自那天起，换了一个
口头禅——“走，我和你去！”

“师傅，请放心，这些我已经掌握了，您
不用再亲自过去了！”徒弟刘希哲怕累着师
傅赶忙说。

何小宝却说，我相信你，大胆做，我只
负责帮你做得更完美。

渐渐的，工具使用、允许误差范围、验
收标准等等被两名徒弟所熟知，“我和你
去”也被他们所习惯，而且更能放开手做。

最关键的是，在潜移默化中，他们学
到了真本领——做人更加担当，做事更有
底线。

“你先说”

近两年时间里，刘希哲、闵佳的物资管

理水平突飞猛进，即使何小宝不在，也不用
担心。

“他们熟悉了该熟悉的大部分材料验
收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养成了一种默契，
他们模棱两可拿不定主意时肯定会给我打
电话！”何小宝说。

“师傅，这事我有点拿不准，以前咱没
遇见过！”闵佳给何小宝打来电话。每每这
个时候，何小宝总是说：“你先说说你的看
法和计划。”徒弟回答正确，何小宝在电话
里予以表扬，并鼓励大胆去做；有欠缺的地
方，何小宝会引导徒弟做出正确的处理。
用闵佳的话说，以前是让你去做，现在是互
相商量着做。

如今，物资部师徒三人的管理水平大
幅提升，何小宝有了更多精力去统筹管理，
并上升到“节约成本”的精细化管理。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何小宝的“个性”带徒法 ■兵头将尾■

■洒金桥茶座■
中午时分，浙江湖州市城区环

卫工潘丽娟和同事来到了湖州南街
杭州大厦大都汇智慧型“工人驿
站”，营业员帮她们热了饭菜。这里
能吃饭、喝水，还能休息，让潘丽
娟直呼“就像是回到家一样”。去
年，湖州市总工会依托“湖州网上
职工之家”平台，联合浙北超市便
利店在全市均衡布点设站，截至目
前，全市已上线 100 家标识统一、
服务标准的智慧型“工人驿站”。（6
月11日《浙江工人日报》）

“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一
直是困扰环卫工人、交通警察、快
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
的难题。湖州市在中心城区拥有上
百家智慧型“工人驿站”，解决了
困扰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多年的
问题。

智慧型“工人驿站”，让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
热，刮风下雨时能躲避一下。这样，既可以确保这
些户外劳动者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确保他们
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同时也可以提高这些户外劳动
者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在建设智慧型“工人驿站”的过程中，
要防止形式主义。之前，某地在建成环卫工人休息
亭等之后，休息亭是“铁将军”把门，环卫工人只
能在烈日下望着休息亭兴叹。只有等到上面来检查
时，当地有关部门才找几位环卫工坐进去应付检
查。湖州市在中心城区拥有上百家智慧型“工人驿
站”，是湖州市总工会依托“湖州网上职工之家”
平台，联合浙北超市便利店在全市均衡布点设站，
让人感受到城市的温度。这些智慧型“工人驿
站”，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规范，明确提供哪些
服务，照顾到户外劳动者的真正需求，使户外工作
者感到十分受用。希望各地能建起更多的智慧型

“工人驿站”，使户外劳动者深切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体会到职业荣誉感，更好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积
极性。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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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袁榕徽 汤小伟）职工技术创新活动
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坚
持开展近 8年的一项品牌活动，一批工作室在历
练中不断成长，工作成效显现。

据悉，去年该公司投入 64.58万元举办首届
职工科技节，其系列活动涉及四大类 10个项目，
特别是对五个层级 1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拨付
运行奖励费用就达46万元。近期，公司投入2.37
万元对 2019年度“职工创新项目成果”进行表彰
奖励。基层共申报创新项目成果62项，经专家组
评审，共有 42项获奖，其中一等奖 4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12名、优秀奖20名。

通过多年实践，该公司职工技能创新工作室
已经成为职工成长成才的宽广舞台，助推了张新
停、朱力等“大国工匠”“兵器大工匠”“三秦工匠”
的成长成才，公司也荣获“陕西省职工十大创新
创业企业”。

西北工业集团

创新工作室促职工成长成才

近日，中铁建陕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合铜
高速公路项目举行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
动仪式。连日来，该公司在合铜、吴华两个项目
陆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安全宣传咨询日、
安全生产大家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多项活动。

□李伟功 陈凯 摄

6月16日，安康市平利县以“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围绕“安全生产万里行”
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该县应急管理、公安、
经贸、消防、教育等30多个部门到场参加活动。

□刘应珊 摄

罗淑娟为顾客服务罗淑娟为顾客服务

“跟我来”“和你去”“你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