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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斐 马岚）4月 29 日上午，宝鸡
市举行了庆“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对
宝鸡市第八届劳动模范、宝鸡市五一劳动奖
状、奖章获得者进行表彰。

市委书记杨广亭在会上向全市广大劳动
者致以节日问候。他表示，全市广大劳动群
众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听党话、跟党走，与
时代同步伐，与全市共奋进。要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激发劳
动热情和创造潜能，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
升劳动群众的创造力、竞争力、保障力，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各
级工会组织要深入推进党工共建，推动工会
组织向新兴领域、新兴群体延伸，尽心竭力为
职工群众服务。

市长王勇强调，全市上下要大力弘扬劳
模精神，广泛宣传劳模事迹，激发宝鸡高质
量发展内生动力；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进
一步提高工人队伍的技术技能，奠定宝鸡高
质量发展坚实基础；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勇
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凝聚宝鸡高质量发展
强大合力。

宝鸡市：尽心竭力为职工群众服务

本报讯（唐正飞）4月 29日，安康市总工会
召开庆“五一”劳模观摩座谈会。

会议指出，劳模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
表，是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实践
者，是安康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者，也是引领
时代劳动者的标杆。全市广大职工群众要深
入学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新时代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增强奋力追赶超越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凝聚共识、埋头苦干，为
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各位
劳模要珍惜荣誉、保持本色，牢记初心使命，
敢于追求卓越、勇攀高峰，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带动更多干部群众创佳绩、立新功；
各级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工运事业时代主
题，把职工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凝聚在党的

周围，加强劳动者队伍建设，健全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完善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切实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会上，市总工会向刚刚受到表彰的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代表、
陕西省先进集体代表、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
省先进工作者、“三秦工匠”和广大劳动人民致
以节日的问候。5名劳模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安康市总工会：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上接第一版）
传动轴是调节发动机方向的关键零部

件，其中72齿的精密程度直接影响发动机的
变轨精度，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
精度，是事关“大国重器”的重大任务。何
小虎通过半年时间的查找资料和技术方案
论证，利用高精度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实现
了该产品“以车代铣”“以车代磨”的加工技术
创新，将原来 8道加工工序缩减为 2道，产品
的加工合格率和准确率均提升至100%。

在发动机轴承座加工的技术创新过程
中，加工装备如何设计，强度、刚性、重量都
需要考虑得特别清楚。何小虎通过自行设
计工装、刀具，不断总结试验相关加工参
数，经过一年时间揣摩实践后，最终创新出
由普通手工设备加工向数控自动化设备加
工的技术革新，加工效率提升了 4倍左右，
一次加工合格率提升至 90%以上，每年节约
生产成本近 10万元。

何小虎的技能如何“虎虎生威”？西发公
司35车间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岳敏告诉记
者，在1965年出厂的普通机床上，何小虎自创
的“航天炫”加工创意作品，打破了利用普通
车床加工非回转体的技术壁垒，填补了我国
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

技能报国 技术工人就要解决技术难题
发动机被称为火箭的“心脏”，研制液

体火箭发动机燃烧系统相关产品更是心
脏之中的心脏，就像是给心脏动手术，是
一项既需要精湛技艺更需较强综合技能的

“技术天花板”。
“当技术工人就要解决技术难题。”在长

三乙火箭发动机喷注器架生产过程中，其中
有一项基本尺寸为直径 3.5毫米、公差 0.008
毫米的深小轴，精度仅相当于头发丝的 1/
10，且在机床上无法测量，初试加工合格率
仅为 20%。面对挑战，何小虎主动要求拿下
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半个多月的试
验、摸索、查阅资料，提出了“设备稳定性”
的加工概念，最终独创出了“极限加工稳定
性控制法”和“首件标定参数法”，即准确掌
握机床最理想的加工时间段进行精密加
工，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加工方法，开创了超
精密加工的新方法。第一批次试加工合格
率就达 100%，生产效率提高了 4倍之多，实
现了效率和质量的双提高。

经过7年时间的锤炼，何小虎如今主要操
作的是企业精度最高的多轴车削中心，可以
操作10多种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数控机床，
又可以利用最先进的数控加工手段完成微米

级的产品。由他总结提炼出的“微小孔高效
加工法”“车—铣—磨”集成加工法，保证了
新一代液氧煤油发动机燃烧喷注系统的稳定
性，解决了制约企业 10余年的生产瓶颈，使
相关喷嘴产品合格率由 60%提升至 90%以
上，每年降本增效约 100万元。

西发公司 35车间主任史勇自豪地说，截
至目前，何小虎解决的火箭发动机加工难题
共计 65项，独创了“微小孔高效加工法”“异
型零件高效找正法”“极限加工稳定性控制
法”，有效提升了新一代液氧煤油发动机喷
注燃烧系统工作的高可靠性。
传承精神 当师傅就要向徒弟“传真经”
作为“火箭心脏”精密加工的技能大师，

针对车间通用异型零件难找正问题，何小虎
从装夹、找正、夹紧、加工等方面细节入手，
摸索出装卡找正“四点两线”粗找法和“三
点一线”精找法，成就了异型零件找正提高
200%的绝技。作为企业最年轻的技能大
师，他撰写的《一种冷却液的制备和使用》
获国际专利授权，目前拥有 3 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4项国家发明专利等一大批技术
专利和创新工作法。

“当师傅就要向徒弟传真经。”何小虎最
高兴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总结发明的新方法、

新工艺、新技术、新技能与大家一起分享、
共同成长，先后培养了 20 多名徒弟，并指
导多名徒弟多次在省部级技能竞赛中斩获
名次，其中徒弟刘海洋在 2019 年陕西国防
科技工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钳工组第一
名，徒弟童建波、姚波在 2018年陕西省职业
技能大赛中分获所在专业组第一名。

让职工感动的是在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何小虎主动提出利
用线上平台进行网络授课，
停工停产期间共组织开展
了 8次网络技术培训，累计
有 2000 余名职工收看受
益。由于他自身过硬的技
能和带徒本领，被聘为“航
天六院技能名师”，先后两
次荣获“陕西省带徒名师”
荣誉称号，还是全国数控
技能大赛陕西赛区裁判、
陕西省机械工程协会和数
控自动化分会“大国工匠
技术讲堂”特聘讲师。

青春与梦想同行，技
能与事业同在。面对建设

航天强国的历史使命，何小虎带领着他的 95
后、00 后技术团队，秉承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潜心钻研、创新实干，立志攻
克一个个横亘在前行道路上的技术难关，竭
尽全力确保我国航天工程重大飞行和发射
任务一次次圆满成功，在技能报国、航天筑梦
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本报记者 阎瑞先

百 炼 成 钢 铸 匠 心

工作中的何小虎工作中的何小虎。。

本报讯（程瑾）4月 29 日上午，渭南市召开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
彰大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晓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
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
贺，向奋战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
工、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勉励
大家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在本职岗位上再立新功、再
创佳绩，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向榜样模
范对标看齐，在奋进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陈晓勇强调，要立足渭南发展迫切需求，主动作为、
真抓实干，做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学先进、争
一流，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正能量。要贯彻好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落实劳模待遇，讲
好劳模故事，让勤奋成为渭南人民的代名词、让拼搏成为
渭南发展的“金名片”。

本报讯（郭玮）4月 29日，铜川市举行了
2022年劳动模范、工匠人才表彰大会。

大会宣读了《2022 年铜川市受到中华全
国总工会、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名单》《关于命名表彰 2021年“铜川
工匠”“铜川市首席技师”“铜川传统工艺技
术名师”的决定》和《关于命名表彰铜川市劳
动模范的决定》。

市委书记樊维斌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向获得荣誉和受到表彰的劳动模
范、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工匠人才表示热
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劳动群众致以
崇高敬意。樊维斌强调，广大劳模和工匠人
才要倍加珍惜荣誉、自觉当好标杆，努力在
各自岗位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示范带动

全市广大劳动群
众以实干创造未
来、用汗水浇筑梦
想。各级工会组织
要全面提高工作质
量和服务水平，切
实维护好职工合法
权益，让工会成为
名副其实的职工之
家。要以此次表彰
大会为契机，讲好
劳模故事、劳动故
事、工匠故事，在全
社会唱响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铿
锵时代强音，为建设现代产业新城、幸福美丽

铜川汇聚磅礴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铜川市：全面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本报讯（谷嫦瑜）4月 29日，延安市
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劳模座谈
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月逢出
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黑树林主持。

在听取茆梅芳、万东、康全鑫、张彩
丽、石仰恒等劳模代表发言后，马月逢
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
述，引导全市广大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
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自觉做“两个
确立”的坚决拥护者和“两个维护”的

坚定践行者。要讲好劳模故事，与传承
弘扬延安精神结合起来，扎实选树劳
模，发挥好传帮带作用，大力宣传典型
事迹，营造劳动光荣社会新风尚。要勇
于担当作为，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
方面主动作为，积极开展群众性创新
活动，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
功。要建好“职工之家”，坚持以职工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落实劳模礼遇政
策，广泛开展劳动技能竞赛，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延安市：营造劳动光荣社会新风尚

杨凌示范区：掀起干事创业热潮
本报讯（行波 刘智辉）4月 29日，杨

凌示范区召开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
先进集体表彰大会，进一步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会上，为全国工人先锋号、陕西省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三
秦工匠”代颁了奖章和证书，向受到表
彰的示范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
进集体代表颁发了奖章和证书。

会议要求，示范区上下要以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为榜样，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
出加快发展、争创一流的浓厚氛围，树立
起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全面
掀起人人争先进、人人谋发展的干事创
业热潮，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
热情，学习先进事迹、弘扬劳模精神，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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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