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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一线传真■

“你的灰抹得有点儿厚了。”
“这个线放得不是很直。”9 月 22
日，在中建三局西安市第一实验学
校项目，今年新入职公司的湖北工
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元达、西安科
技大学本科生吴思君等43名新员
工正在接受“砌体工匠”的检验。

为了使新员工能快速转变角
色、熟悉各工种，在入职后就拜各
班组工友师傅为师，从最基础的

“泥瓦匠”开始干起。
这些大学生的砌筑手法有的

较为熟练，将线拉平，两头分别用
两块大砖压住，把线绑在砖块上；

接着操起大铲取砂浆，将手臂伸过
准线使大铲边与墙边齐平，抽铲
落灰，使砂浆成四周凸中间凹的
扁平状；这时拿起一个砖块，给侧
面抹上砂浆，扣在刚刚抹好的砂
浆上，用瓦刀的底部“铛铛铛”敲
几下把砖块压实，第一块砖就砌
好了。有的不太熟练，显得手忙
脚乱，存在砂浆拌不匀、抹灰厚度
不够等问题。

“你这砖砌得可以出师了。”
“这个考核真是让我学了不少东
西。”在技能考核后，李元达和新员
工们感慨道。 □闫谨 摄

“我们冯主任可是出色管理人才，他
用心良苦，倾情打造管理高地、生产高地、
人才高地，把联合二车间提升为延炼窗口
单位，来车间检查指导、交流学习的各级领
导、兄弟单位络绎不绝。”延长石油延安炼
油厂联合二车间运行四班班长王磊说起冯
中平，满是崇拜的眼神和语气。

关爱职工的“贴心人”

冯主任上班期间，严格要求职工，平
时生活中，却是兄弟姐妹般情谊。车间职
工王大伟和妻子先后不幸罹患重病，冯主
任知情后，立即组织干部职工为他们献爱
心。一上午时间，募集爱心款 3万余元。
冯主任将沉甸甸的善款，送到王大伟手
中，鼓励他一定要坚强，帮助王大伟建立
战胜病魔信心。

采访王磊期间，身边路过的职工说：
“冯主任不但善于抓安全生产，更关爱职
工，他是我们的‘贴心人’。”

“冯主任年轻有为、积极向上，最喜

欢创造性开展工作。”说起搭档冯中平，
车间党支部书记惠小河不经意间就打开
话匣子，“作为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他关
键时刻总是冲在最前。今年 4 月 16 日
晚 7 时，操作工例行巡检中发现催化
泵区有异味，冯中平闻讯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经排查发现回炼油泵密封油
泄露，此油温高达 330 摄氏度，现场烟
气弥漫，情形十分危急。紧要关头，冯
中平率先冲进烟幕中，组织职工果断关
闭阀门。由于发现及时、处理得当，避
免了一起重大的意外停车事故，受到厂
里表彰嘉奖。”

设备平稳运行的“领路人”

生产装置安全平稳、长周期运行是
石油化工企业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冯
中平面对 2006年建成投产的、一直处于

“一年一修”状态的老装置，落实精益化
管理、实施技改措施、不断优化操作，本
着“长周期运行就是最大效益”的工作思

路，带领团队上下一心、勠力奋进，创造
延炼 300万吨/年常压装置和 200万吨/年
催化装置平稳运行 1088天的历史纪录，
增创效益1.89亿元。

他创造性地打出“组合拳”：着力解
决大修瓶颈问题、狠抓日常平稳运行、常
态化桌面应急操作演练，确保装置“恒
星”一样，持续平稳运行。笔者一边跟随
冯中平安全巡检，一边听他讲述“真经”：

“我们把每一次装置波动都当作事故隐
患来处理，坚持‘四不放过’原则。每天
各运行班组，都要进行桌面事故推演，让
每个岗位的职工都知道，当突发事故降
临，自己应该怎么做，未雨绸缪，从而保
证装置长期平稳运行。”

奉献不言苦的“急先锋”

2020年4月，运行1088天后的装置大
检修拉开序幕，冯中平案前 300多条检修
路线，在这位“催化装置检修司令”手中精
准排列组合。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不分

昼夜，鏖战两个月；27套装置停、检、开，50
项技改技措、9553个检修项目、4500多名
干部职工、5000多名外协施工人员通力奋
战，“急先锋冯司令”指挥团队圆满完成检
修改造大会战，交出完美答卷。

他还通过加强催化装置四机组烟机
运行管控，进一步提高发电功率，2017至
2020 年，联合二车间四机组累计发电
5053.9万度，累计节约电费 2526.9万元；
用实际行动践行碳达峰、碳中和，勠力构
建绿色工厂。

今年5月13日，冯中平在辽宁大连举
行的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术交流盛
会——“第二届中国石油化工设备检维修
技术大会”上代表企业作“催化裂化装置
不间断运行 1088天”交流分享，获得与会
专家广泛赞誉。

冯中平说：“取得丰硕成绩得益于延
炼党政正确领导，得益于同事们的团结
拼搏、奋发进取！今后的日子里，将继续

‘埋头苦干’，争取刷新 1088天的平稳运
行纪录。” □曹锋

■兵头将尾■

■职场精英■
——记省机械冶金建材行业技术能手、陕汽控股焊工任红涛

“不能躺在荣誉上睡大觉”

今年39岁的任红涛，话不多，人勤快，只
要一说起与焊接相关的事，他眼睛里直放
光，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咱是‘奔四’的年
纪，却是 20岁的劲头，咋焊都焊不够，越焊越
有意思。”

2006年，任红涛从学校毕业，入职陕汽控

股车身厂负责驾驶室车门焊接工
作，这一干就是 15年。为了把焊
接技术吃透挖精，他跟着师傅问，
自己看书学，别人练习焊接 1 小
时，他给自己加练到3小时。

三伏天，车间气温在 35摄氏
度左右，任红涛经常下班不回家，
练习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电弧
焊、氩弧焊技术。6毫米、12毫米
厚的板料和直径60毫米、133毫米
的钢管上，平焊、立焊、仰焊，全位
置焊，他挨个练、一遍遍地焊，怎么
匹配最佳焊接参数，用什么焊接技
法更合理，身体保持哪种姿势手更
稳。每确定一个经验，他就赶紧记

到本子上，日积月累，写写画画了两大本，焊过
的焊料近千件，有时候800摄氏度的火花颗粒
还会飞溅到脖领、耳朵里，好几件工服袖子
上，都是被火花烧穿的绿豆大小的洞。

同事问他，既是公司劳动模范，还是陕西
省机械冶金建材行业技术能手，拿了这些

“硬”荣誉，还练啥？任红涛总笑着说：“不能
躺在荣誉上睡大觉，学技术，没有头，要精益
求精。”

在一次省级焊工比赛中，任红涛用左手
焊接，形成了高质量焊缝，这让习惯用右手施
焊的其他参赛选手叹为观止。常年坚持练
习，任红涛的焊接技能水平从中级工到高级
工、技师，再到如今申报高级技师，他一门心
思不断攀登着技能新高峰。今年6月，他在陕
西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焊工决赛中获得了一
等奖的好成绩。

2018年，公司以他名字命名的“任红涛创
新工作室”成立。任红涛一方面自编教材加
强人员理论培训，另一方面根据各人实际情
况，一对一进行实操指导。他累计编制《二氧
化碳气体保护焊实操答疑》《手工电弧焊实操
答疑》《氩弧焊实操答疑》等5本简易实用培训
教材，培养了15名技师，30余人在公司及分厂
焊工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多年来，任红涛主持参与了“包边机模具
导轨架优化”等改善创新项目64项，在安全生

产、质量提升、效率优化、成本管控、降低职工
劳动强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累计节约
成本30万余元。

2019年4月份，为了满足公司高产期产能
需求，急需安装架设一台龙门吊用以转运驾
驶室。

驾驶室重900余斤，吊运过程必须稳当牢
靠，不容有任何闪失。龙门吊由工字钢、方钢
构件作为主要支撑，有300余处受力点需要焊
接。任红涛带着工作室成员，现场观察分析，
根据不同焊接材料和位置，创新使用抗拉强
度高的E5015焊条，采用左右焊法相结合分段
焊、月牙形摆动多层焊等多个技法进行焊接，
历时 4 天，提前完成焊接任务，有效保障了
7056辆驾驶室按时完成涂装转运。

任红涛还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对外培训
交流活动，不管走到哪，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现在国家和企业对职
业技能人才很重视，要抓紧机遇，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增长新本领，为企业发展作
贡献。” □朱鹏飞

任红涛正在测量焊缝宽度任红涛正在测量焊缝宽度。。

把“埋头苦干”精神融进骨子里
——记延安炼油厂联合二车间主任冯中平

9月18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段组织召开
2021年度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发表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现场会，段中
层以上干部及部分班组长、党员、职工代表60余人参会。图为参会人
员观摩职工自制的机车受电弓检测平台。 □糜强 摄

本报讯 （康劲）“创新成果变
股权，劳模工匠做股东，新公司的成
立给了我们从创新到创业的新平
台。”9月17日，甘肃金川智慧测控技
术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在这个“混
合”了国有资产、工匠团队、社会资
本的初创公司里，高级技师、陇原工
匠杨秉松担任企业副董事长、技术
总监，手捧着刚刚领到的营业执照，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杨秉松曾是金川集团的一名普
通仪表工，经过 30年的持续学习钻
研，成长为企业仪器仪表专业的技
术领军人才，破格进入金川集团镍
钴研究设计院。随着“杨秉松劳模
创新工作室”的成立，他带领团队研

发出有色行业急需的耐高温传感器
等80余种特种仪表。

但是，创新成果要进一步实现
产品化、产业化，面临投入、分配的
难题，导致许多职工创新成果“躺”
在展台里，无法跨过“最后一公里”。

“必须进一步创新分配激励机
制，让一线技术工人的创新创造与
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相融合。”金川
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胡耀
琼认为，将创新成果培育为充分市
场化的高质量产业，也是深化改革
的目标之一。

为此，金川集团对杨秉松团队
科技成果的权属、评估作价、折股数
量和比例等事项全面梳理、明确约

定，形成明晰的知识产权，并得到了
甘肃省国资委的支持。

“我们具备很强的产品设计能
力及市场开拓能力，有共同合作
的良好基础。”与杨秉松团队有过
多年业务合作的浙江钛合智控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国，敏锐
地看到了新机遇。经过多次协商
谈判，9 月初签订了三方合资协
议：浙江钛合和杨秉松团队分别
持有 30%的股份，镍钴研究设计院
持股 40%。

“希望工匠持股能激发更多的
产业工人创新创效。”镍钴研究设计
院院长、镍钴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马玉天说。

时光茬苒、斗转星移，不知不觉间，中铁二十
局投资运营管理分公司廉江污水处理项目计财
部部长李稳已经参加工作 6年有余。师傅李树
远的一言一行，始终鞭策着他前行。

那时的李稳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在工作和学
习中，师傅李树远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
的成功都要经历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只要你热
爱这份工作，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勤奋好学、踏
实肯干，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什么困
难是克服不了的。李稳始终以导师过硬的专业
技能和严谨负责、乐于奉献的态度作为工作与学
习的标杆，多次受到项目部领导及员工的好评。

如今，李稳也已经是师傅了。每当看到自己
的徒弟、新员工易锦航稚嫩的脸庞，充满活力的
身影，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对工作充
满热情，有着活跃的思想和鲜明的时代气息。他
决定要像师傅李树远一样，将他所知的经验及知
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徒弟，帮助他培养扎
实、勤俭、严谨、好学、协作的良好作风，促使他能
早日独当一面。

易锦航来到廉江污水处理项目已经两个多
月了，这几十天看似短暂，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却充满了挑战与磨砺。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到施
工现场，第一次与甲方、监理打交道，第一次看图
纸，第一次核算工程量，第一次做报表……在项
目部的这段时间里，他从师傅李稳和同事们身上
看到了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看到了团队精神的锐
不可当。

易锦航觉得自己很幸运，刚踏入社会，就有
导师李稳为他引路，关心他，督促他。师傅为他传道、授业、解惑，不仅
教给了他专业技能，也教会了他为人处世之道，用亲身经验和阅历告
诉他如何少走弯路。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一定会多学习师傅的工作方法、
学习态度，多学习师傅的经验，茁壮成长，为企业多作贡献。将来
我也要像师傅一样带自己的徒弟，对他们倾囊相授。”易锦航发自
内心地说。 □刘红刚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技术研发创新团队
作出的郑重承诺。正是
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9月 1日，我国首台设计
理念先进、突破多项技术壁
垒“一键式”人机交互 7000
米自动化钻机在四川长宁
——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
范区川庆钻探威 204H62平
台正式投入工业性试验。

一路走来，研发团队始
终不忘为油气开发提供优
良装备的初心使命，突破
高端石油装备依赖进口、
核心技术限制封锁的局
面，创造自主制造高端能
源装备的里程碑。

为了使井队更轻松、更
快钻井，研发团队绞尽脑
汁，调研国内外钻机现状，
对上千篇技术论文、专利文
献进行分析，设计了数十种
管柱自动化系统技术方
案。在钻井的同时建立根，
需要多个设备有序联动、交
叉运行、无缝衔接。没有现
成技术方案、设备功能模型
和机械构件，研发团队从头
开始，自主创造。逐条梳理
功能要求，分析设备功能划
分、运动流程、联动要求、对
接方式，对每一种设备的设计方案和技术参数进
行反复研讨。

“一键式”人机交互使钻井操作变得简单，然
而如何实现却困难重重。有了合理的动作流程和
执行动作的设备，还要有发出指令的大脑，开发出
一款简单好用的操作系统才能减轻人员的工作强
度，真正实现“一键式”。

团队里的软件工程师平均年龄 34岁，这样一
支年轻的队伍发挥了研制前沿技术的骨干作
用。他们将设备处理过程分解为 140个步骤，逐
个研究控制算法，经过近 400个日夜攻关，突破 30
个计算模型，编写近 10万行代码，开发了“一键
式”控制软件。

在加载软件、联调试验的关键时期，研发团队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突破机器人控制、空间建模
等多项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多轴复合联动控制、动
态防碰等多项关键功能，解决设备姿态无法精确
调整、不能实现近距离交接作业等问题，确保了基
本功能研发的顺利进行。

5月7日，“一键式”人机交互7000米自动化钻
机成功发布，让专家用户进一步见证了宝石机械
的科技研发实力。

研发团队并没有沉浸在钻机发布的高光时
刻。为保障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他们组成调
试突击队，不分昼夜地进行优化和工业性试验。

7月 21日，“一键式”人机交互 7000米自动化
钻机奔赴油田现场进行工业性试验。此前，由技
术专家、一级工程师、核心研发人员等组成的技术
服务小组，已经前往井队开展技术支持，确保钻机
快速组装并进行现场试验。

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之路仍然异常艰难，宝
石机械研发团队无惧风雨、攻坚啃硬，争做石油工
业装备保障、核心技术自主攻坚的“顶风船”，助力
宝石机械高质量发展。 □马香 郑泳 赵鹏

按照十四运会服务保障相关要求，中铁七局
三公司机关34名员工迅速组成志愿者服务队，用
实际行动宣传文明出行理念，全力为十四运会营
造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董志振 马珂娇 摄

金川集团创新分配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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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干起了起了““泥瓦匠泥瓦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