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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有这样一个班组，他们始终坚持产品
质量“零瑕疵”，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他们敢于尝试、大胆创新，促进产品质量
和工作效率“双提升”……这就是“陕西省
工人先锋号”、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宝石机械）钻机分公司机加
车间钻磨班。

提质增效激发创新动力

钻磨班肩负着钻机传动零部件的划
线、磨削、钻削、钳工工序作业及部分零部
件的组装任务。2020年，钻磨班全员齐心
协力，始终坚守“把责任留给自己，把满意

留给用户”的理念，
严要求高标准对待
加工的产品，确保每
件产品 100%交出，
全年累计完成工时
35969小时。

成绩的背后离
不开班组员工的辛
勤努力……

班组员工在完
成工作任务的同时，
不 断 激 发 创 新 动
力。“抽屉式”销轴钻
孔工装就是他们强
化产品质量和工作
效率“双提升”的一
大利器。

销轴是钻机组装的必备零件，以往销
轴打孔需要划线找正，用夹具固定到操作
台上，再到钻床打孔后方能使用，费时费
力效率低下，并存在一定误差。

为有效解决生产瓶颈，班组员工对
大量的资料和图纸进行搜集查阅、分析
对比，决定制作一个标准化的辅助性打
孔工装。

通过对销轴生产工艺的反复改进优
化，设计制作了一种形状如抽屉式的辅
助性工装，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定位、
省去划线工序及转序时间，且装夹简
便。每次在打孔的时候，只需要将销轴
直接送入“抽屉”的孔中，再用钻床直接

钻孔，可以使每个销轴的打孔时间至少
节省 5分钟。

按照宝石机械年产钻机量计算，年需
销轴 15000枚左右，使用新工装后，一年
可以省下1200多个小时，相当于150多个
工作日，提高销轴钻孔效率的效益十分明
显。不仅如此，使用这个工装后，班组实
现了各种尺寸销轴钻削的系列化、标准化
和“零瑕疵”产出。

2020年，班组还先后创新制作了“口
字型防脱翻转吊具”，提高工作效率 2.5
倍；磨削连接毂“快速装夹工装”，提高
工作效率 3倍；改进了“风动内外倒角工
具”，提高工作效率 3倍；分类划线样板，
提高样板复用率 50%，节约样板材料
50%以上。

拼出“高铁”速度赢赞誉

“我们都是一线技能工人，能为企业
创造的最大价值就是把手中的活做精做
好！”钻磨班班长王博坦言。

川渝地区某项目部的钻机大修项目
是钻机分公司承接的重点项目。去年 10
月底，宝石机械质检人员在对钻机进行全
面检测的过程中发现，该钻机绞车滚筒轴
经过 10年期的超龄服役，出现了非浅表
性的开放性裂纹。

为确保用户操作的安全性，经过多方
讨论验证，最终决定将部件返回宝鸡进行
更换和总成安装。

11月初，滚筒轴精车完后进入钻磨
班，由钻磨班负责滚筒轴的磨屑、划线、钻
孔及钳工加工任务。班组针对滚筒轴加
工工序多，人员作业不能同步的特点，调
整人员分工，提前介入加工过程。对可能
出现的问题提前进行研判，每道工序提前
完成半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班组员工加班加
点拼出“高铁”速度，仅用一天时间就保质
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为装配工序争取了宝
贵时间。

钻机分公司各部门经过通力配合，三
天内完成了滚筒轴、滚筒体等部件总成拆
解、清洗、更换配件、重新安装的全部工
作，并及时将修好的部件总成返回用户。

“真是大厂的效率，大厂的速度。”用户为
宝石机械的效率点赞。

拿到奖牌的那一刻，他们感到了沉甸
甸的责任。荣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对
钻磨班来说，是激励和鞭策，更是责任和
使命。

初心在方寸，咫尺见匠心。努力做
好“匠人”，拥有一颗“匠心”，钻磨班作出
了精彩诠释。 □马香 宋海斌

1月29日，陕西飞
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务工人员给
高频变压器进行绕线
作业。

该公司位于渭南
市合阳县就业扶贫社
区工厂内，主要从事高
低频电子变压器、电感
元件等研发、生产、销
售。产品销往上海、深
圳等地，为周边社区
350余人提供了岗位。

□崔正博 摄

连 日 来 ，陕 西
地电汉阴县供电分
公 司 加 强 线 路 检
修，确保居民冬季
安 全 用 电 。 施 工
中，公司严格审批
流程，做好安全防
护 和 疫 情 防 控 工
作，确保作业人员
人身安全。

□林爱铭 摄

■一线传真■

——记“陕西省工人先锋号”、宝石机械钻机分公司钻磨班

■洒金桥茶座■

一阵风刮过，刚刚搭建好的“保暖大
棚”又被掀起了一个角。“赶紧固定住，弄
结实点，这儿风大、气温低，人扛得住低
温，刚浇筑的混凝土可不行！”荒凉的戈壁
滩上，正在建设酒额铁路的中铁一局电务
公司所属项目负责人程少鹏嘴里大口大
口呼着白气儿，焦急地喊着。

工地一旁，一簇骆驼刺摇晃着“脑
袋”，像是在看一出“表演”——在这片戈
壁滩上，能耐得住寂寞、扛得住风沙、忍得
了低温的原来只有骆驼刺，现在又多了一
群铁路建设者。

责任到人
扫清施工“拦路虎”

从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到甘肃酒泉，一
条新建铁路蜿蜒向前。在总长 243.731公
里的线路上，一群铁路建设者正在加紧施
工。而此时，一马平川的戈壁滩上，气温
已经低至零下30多度。他们拿着图纸，对
照着金塔站的设计参数，划线、定位、基础
开挖、站房基础浇筑……

“时间紧、任务重，过年也不一定能放
假，但不管能不能回，都得全力以赴，保证

施工节点目标！”工程部长甄严说。
当地夏季炎热而短促，冬季寒冷而漫

长，严酷的自然环境令不少施工单位望而
生畏。自 2020年 10月 15日进场施工至
今，项目团队领略过如刀的凛冽寒风，也
感受过如针扎的狂风沙暴。

施工现场没有水、没有电，为了让员
工安心工作，项目党支部书记孟维博亲自
抓后勤保障，安排相关部门尽快打通水源
通道，同时购买充足的劳保用品和冬季保
暖衣物，扎实筑牢后勤保障防线。为确保
各专业接口能有序衔接，项目副经理冯东
升积极做好对外协调，联系业主、监理单
位、站前等其他施工单位现场确认移交施
工界面。无论是什么岗位，都为扫清施工

“拦路虎”积极努力。

集思广益
架起超大“保温棚”

因为少雨，水源极度匮乏。放眼望
去，随处可见干涸的黄沙丘和星罗密布的
碎石，看不到绿色。

随着工程人的到来，原本平淡无奇的
戈壁滩多了几分热闹，也多了一些不同的

景象：一座户外“大棚”拔地而起。
冬季混凝土施工受气候影响较大，如何

在满足节点目标要求的同时，严格把控工程
质量成了项目团队进场后的首要难题。

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讨论，项目部制
定了严格的冬季施工方案，并克服一切恶
劣条件展开施工。

“建筑体面积大，空间广，加之恶劣的
自然条件，要做好整体保温可是费了我们
一番脑筋。其实最后采用的、也是最便于
应用的还是‘土’办法。”甄严说。

为了确保混凝土浇筑凝固所需的温
控条件，项目部集思广益，搭建了大型脚
手架体，辅助铺设保温棉毯，棚内设置电
暖风机，24小时向棚内供暖，保证棚内温度
维持在15℃以上，确保混凝土养护成形。

逆风前行
书写青春答卷

由于昼夜温差大，对基础施工工序的
衔接有了更高要求，仅仅是钢筋绑扎一
项，原本4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量，在戈壁
滩上，和严寒风沙持续斗争六七小时才能
完成。严寒下，钢筋的温度可达到零下

20℃至 30℃，为了加快进度，现场作业人
员只好戴几层手套，即便如此，手指依然
冻得僵硬。

不仅仅是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也是
一项不容易的施工环节，要保证浇筑出质
量合格的地基，混凝土浇筑需要一次完
成，无论多冷都不能终止，直至全部完成
当天浇灌任务。

七时的金塔站，朝霞刚翻过远处的山
头，天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现场负责人
刁腾带领着三个实习生开始了新一天的
工作：从保温棚内的防火、暖棚架体稳固
性、棚内的温度保证措施、现场机械设备
用电安全等，到安全通道爬梯的除霜防
滑，他们逐项检查，排除隐患。

忙完工作，大家抽时间进行视频连
线，给家人报平安。可因为手机信号的时
好时坏，关怀和温情只能在只言片语中领
会和传递。即便如此，职工们也毫无怨
言，因为大家知道，戈壁滩上的每一分成
绩均是与漫天黄沙和冰雪严寒搏击的产
物，凝聚着建筑人无数的心血和汗水。面
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誓言要在戈壁滩
上书写一份完美的青春答卷。

□施梦瑞 尚永超 刘科林

坚守 让戈壁滩不再荒凉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酒额铁路施工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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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把责任留给自己 把满意留给用户”

近日，陕建六建集团三公司陕西省政务和公安大数据中
心项目部，扎实开展“强意识、反三违、除隐患、保安全”专项
活动，每周安全生产例会上常态化评选表彰“安全行为之
星”，变被动安全为主动安全。 □曹文博 摄

2 月 1 日，中国电信陕西公司对公司劳动模范、先进员
工、困难员工、扶贫干部、海外员工亲属和老党员、坚持生产
一线的员工进行“线上送温暖”慰问。10名各级劳模代表在
各地市分会场进行了表态发言。 □李鸿印 摄

关爱员工，从“头”开始。2月1日，陕汽控股西安、宝鸡
厂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职工外出流动，组织多家专
业美发服务机构，为职工开展上门理发服务，费用由公司工
会结算。 □罗灵生 摄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国华锦界电厂组织开展 6 号机
EH 油站油管改造工作。EH 供油装置主要功能是为各执
行机构提供所需的液压动力，同时保持液压油的正常理
化特性。 □刘治军 摄

“减压减震器不漏油，作用良好。减震
无断裂、弯曲，作用良好，化油器状态良好。”

数九寒天的渭北大地，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阎良工务段三原重点维修车
间90后轨道车司机王强和孟祥，正在对轨道
车进行出车前的全面检查。

18时许，韩城车站已经被夜色笼罩，在
这个小站的尽头停放了一组孤零零的08215
次轨道车。轨道车内只有十二米长、四米宽
的狭小空间，机车两头是机车发动操作台，
中间两侧摆了两张仅一米宽的床和简单的
灶具。

昏暗的灯光下，轨道车上56岁的班长尹
建辉在给两名青工做扯面。两名青工围着
他转来转去，他一边熟练地做着扯面一边
说：“干咱这行，不光要业务技术过硬，还要
自己学会做饭。”

尹建辉担任轨道车司机已经30多年了，
轨道车是他们流动的小家。

一年中，轨道车司机运行在千里铁路线
上，走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住在车上，吃在
车上，不像乘务员那样有固定班次、固定路
线、固定停车点，还可以在公寓休息。运输
路料途中，有时为了避让客车、货车，一等就
好几天。他谈起那次鏖战宝成——下了几
天的大暴雨，抢险的战友在雨里泥里把塌方
隧道里的土、石清理出去，再用轨道车运
走。一干就是半个月。从家里带的馒头霉了、蔬菜腐烂了、饮
用水用完了、生活发电机又有问题，轨道车像桑拿房一样闷热。

现在好多了，自从去年六月集团公司实行职工小食堂免费
就餐，他们吃饭问题大多数都可以解决，现在感觉挺幸福的。

说着话，葱香扑鼻的油泼面做好了。他们一人端着一大碗
围坐在一起，大口吃着面、就着蒜瓣。尹建辉说：“吃面不吃蒜香
味减一半。”大家开心地聊着，笑声在整个“家”中荡漾。王强的手
机响起，是在咸阳市工作的女友发来的视频：“你在外面工作一定
要注意疫情防控，思想上不要大意，过年回不来就别回了，就在原
地过年，等疫情过后我们就去拍婚纱照。”

电话还没挂断，又接到调度命令，夜色中，王强又一次驾着
轨道车驶向千里铁道线……

□蔡艳芳

人社部1月26日发布了
最新一期全国“最缺工”100
个职业排行，前10位分别是
营销、保洁、保安、商品营业、
餐厅服务、家政服务、客服、
车工、房地产经纪、焊工；紧
随其后的是快递、市场营销、
包装、计算机软件、收银、机
械设备安装、机械制造、电
工、保险代理。

看完这份排行榜，最大
感受是：“最缺工”怎么总是
这些“熟面孔”？新华社报道
中也提及，这些职业不仅缺
人，而且缺口数和总体求人
倍率均居近两年来最高值。

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说，
前 10 名的“最缺工”几乎都
在服务业、制造业范畴里，除
了车工、焊工之外都是劳动
密集型行业的服务人员，这
类工种本身门槛较低、流动
性较大，企业为了有备无患
也是常年招人，加之年底服
务型人才更为紧俏等多种因
素影响，行业出现用工缺口
也就不难理解。

从就业者角度来说，从事这
类较低技术性工作，虽然上手简
单，但发展前景却很有限。尤其
对于年轻从业者来说，由于技术
性不太强，薪酬也不具有明显吸

引力，存不下钱也难有什么
长足的长进，因此在经历一
段时间无趣的重复性工作之
后，通常会厌倦而希望换个
工作环境，也导致了行业连
续出现用工紧缺。

针对这一问题，应一方
面加大技能培训力度，拓展
职业发展空间。随着当下新
技术不断发展，传统工种技
能老化加快，赶不上产业转
型升级的速度，就业人员的
学习以及技能更新的压力倍
增，因此需要有能与之相适
应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
大专业化培训力度，让他们
看得见前景、有奔头。

另一方面，要探索与新
职业并轨，与新行业里的新
职业互相学习借鉴，甚至以

“新”带“老”“新”“老”相融，
通过拓宽职业技能边界完
成转型蝶变，从而引领新就
业形势。此外，长远来看，
破职业困局离不开行业的
整体带动，行业发展中也应
该创造更多机会让就业人员

共享发展成果，从而获得更大的
发展空间。 □刘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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