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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玲利主持落地了 26项创新项目，是
开在装焊车间的一朵铿锵玫瑰；麻晓亮带领
职工制作了节成本、提效益的新装置，是名
副其实的创新带头人；杨德欣创新设计的自
动润滑机让职工解放双手……

近年来，陕汽控股车身厂通过激发高技
能技术创新型人才活力，推动实现创新成果
由数量和规模覆盖向质量和效益提升转变，
竞相涌现了一批创新型人才。

曹玲利：主持落地26项创新项目

走路带风，做事干练，1989年出生的曹
玲利，有着 8年的工艺技术实践经历，主持
落地了26项创新项目。她在创新创效方面
有着深刻体会：“创新的手段和形式多种多
样，解决一线难题服务生产经营，最能体现
创新的价值。”

担任技术办主管的她，身上有股知难而
进、干不好就不收手的精气神。

“曹工，这些焊点靠人工焊接有安全隐
患，能不能让机器人干。”“曹工，班组焊接纵
梁的各工序作业内容分配不均，影响整体生

产节拍，要调整一下……”她把职工心头事
当成工作方向，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彰显
个人价值。曹玲利扎在生产线上，创新改造
6台点焊机器人作业工艺和运动轨迹，在原
有每辆驾驶室焊接200余个焊点的基础上，
再替人分担40个焊点，实现减少2人登高作
业，每辆驾驶室焊接时间缩短 1分钟，生产
效率提高 33%；将地板纵梁的 52个焊点减
少至28个，加入弧焊机器人焊接，达到纵梁
质量标准，降低员工劳动强度，将纵梁整体
生产效率提高25%……

麻晓亮：让工装长上“数字眼”

冬日的夕阳洒在装焊二车间 F前围班
组职工身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被光线拉得
修长。聂哲刚把驾驶室前围总成放到上件
区工装，3秒内，气缸推进、构件夹紧，各式
检测开关自动识别前围总成状态，一旁的屏
幕上显示的前围总成状态和数量栏数字立
即从46变成47。

现场巡查的班长麻晓亮走过来瞄了一
眼显示屏，转身问聂哲：“这个装置今天用着

咋样？”“好呢，可算把人解放出来了，以后上
件计数，再也不用画‘正’了。”聂哲笑着说。

这台装置，是麻晓亮带领班组职工自
主创新制作的“前围总成上件状态自动识
别装置”，可以迅速、准确识别 22种前围总
成状态，还能预设总数和实时计数，如果装
错件，报警灯就会鸣笛闪烁，提醒职工再行
检查。

“生产高峰期，单班日均产135件，每天
至少有 4-9种不同状态的前围总成来回切
换，靠人工识别计数容易出错。现在由电子
信号代替人眼，实现数字化智能检测，既能
降低人工检测劳动强度，还把前围总成一次
交验合格率提升至 95%以上。”麻晓亮说，

“近几年带着大家没少搞创新做项目，目的
就是让大家干活更轻松，为企业提质增效。
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杨德欣：润滑机让职工解放双手

近日，涂装车间心细的职工发现，在车
间顶部积放链运行的一排排挂具中，有个挂
具中间安装了两个冰灰色铁箱。

“挂具上装的啥东西？”“不知道，我也是
今天才发现。”正当大家议论的时候，车间技
术员杨德欣提着一桶润滑油从远处走来，登
上高架台，打开挂具上的一个铁箱，连油带
桶放进去，锁紧箱盖，又按了一下另一个箱
子上的按钮，“呀，管子往出喷油呢。”站在地
面的职工朝着杨德欣喊，“德欣，赶紧，快把
油止住。”

杨德欣回头咧嘴一笑，从高架台楼梯走
下来说：“不急，咱要的就是这效果。”他指着
挂具介绍，这是我们设计的积放链轨道自动
润滑机，这个箱子装油和泵，那个箱子装电
源，启动后跟着挂具边走边给积放链两侧轨
道喷油，2个小时，就能把全车间近400米的
积放链轨道润滑一遍，以后就不用人站在高
空润滑作业了。听杨德欣这么一说，大家都
竖起大拇指称赞：“好想法、很实用。”

在陕汽控股车身厂，类似的新发明新创
造还有很多，这些离不开创新带头人的努
力：他们始终坚持从生产需求出发，以问题
为导向，创新工作作风，让车间遍布现代化
新的制造场景。 □朱鹏飞

创新在这里遍地开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近日，
被命名为 2022年陕西省建设系统“陕西产
业工匠人才”的中铁七局西安公司BIM高
级建模师李波，就是一名勇于促进建筑产业
与建筑信息模型深度融合、推行“智能建造”
的实践者、创新者。

李波2016年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进入
企业以来，先后参与西安铁路枢纽西安站改
扩建工程、中兰客专甘肃等工程建设的技术
管理工作，以在项目BIM技术管理和应用
方面的创新实践，成为了公司陕西省示范性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李国强劳
模创新工作室”的骨干成员。

今年刚30岁的李波作为公司培养的第
一批BIM技术骨干，他紧盯科技发展新技
术，注重对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学习掌
握和应用，促进了项目BIM技术水平的提
高，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提升“智能建
造”水平的“领头羊”。

在西安站改项目施工期间，他完成了基
于BIM技术的连续梁0号块工艺工法，实现
3个定位技术以及 1个技术创新，解决了连
续梁钢筋密集区混凝土振捣不密实等质量
问题，获业主 10万元专项奖励。在中兰客
专项目施工中，他利用BIM+倾斜摄影实景
建模、BIM+基建生产系统，辅助项目策划、
临建布置、便道设计、方案优化、进度管理
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中兰客专BIM现

场观摩会上进行交流汇报，得到多方认可。
在西安地铁8号线项目，他独立完成了隧道
dynamo程序开发，提升隧道建模效率达 3
倍以上，成为全线唯一独立开展BIM业务
的项目部。在公司工程管理中心，他推动兰
合铁路研发“钢结构信息化管理平台”，联动
控制4条钢结构生产线，实现了钢结构从订
单管理、钢筋翻样、生产加工、仓储管理、产
品配送、质量验收等分散管理变为一体的全
智能化、全过程管理。在西十、兰合等隧道
项目施工中，他推行使用“BIM+三维扫描
技术”进行隧道超欠挖分析控制，实时显示
超欠挖结果，既可比对施工进度，还可得出
超欠挖数据，为爆破方案调整提供了详尽的
数据支持。

三秦工匠、“李国强劳模创新工作室”负
责人李国强说：“作为年轻的技术人员，李波

最大的优点是勤于思考、敢于实践，善于把
所学的BIM专业技术充分应用在解决实际
问题上。”李波所参与的中铁七局课题《BIM
技术管理体系研究及在典型项目的应用》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荣获企业科学技术特等
奖。他曾多次代表企业参加国家、省、市、股
份公司各级BIM大赛，荣获国家级BIM成
果3项、省部级12项、市级3项，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2项，先后被授予中兰铁路“先
进个人”、中国中铁“青年岗位能手”等。

记者采访时，李波表示，作为一名基层
技术人员，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坚决贯彻
落实公司“十四五”数字及信息化发展规划，
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一如既往推
行“智能建造”，用实际行动助推企业高质量
发展，为建设中国中铁标杆企业提供“智能
支撑”。 □本报记者 阎瑞先

勇做“智能建造”的实践者
——记2022年“陕西产业工匠人才”李波

身材高瘦，皮肤黝黑，乍一看，有点西北
汉子的气质。但开口说话，却是地道南方口
音。1993年出生的汤超是陕建一建集团曲
江·云松间项目经理，在大家伙眼里，他是一
个雷厉风行、不苟言笑的人。只有他本人知
道这个岗位背后的“分量”：项目经理是工程
的中坚力量之一，也是管理好团队、建设好
项目的硬性条件。因此，他必须“一丝不苟，
追求极致”，干好项目。

他跟自己“杠上了”

2015年大学毕业后，汤超开始了他的
追梦之路。“我能与建筑结缘，深受同在陕建
工作的外公影响。”他说。

甘肃阿甘食品厂项目是汤超的第一
站。初入职场，他的想法很简单：人如果
没有成长和进步，就会辜负每天的辛苦。

经过一年历练，他就独立负责起了一栋楼
的施工任务。

2018年对汤超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在
南建项目担任工长的他，由于在现场管理和
质量管理中的突出表现，被委以重任，担任
项目技术负责人。那段时间，汤超跟自己

“杠上了”：每天扎在工地15个小时以上，当
天没弄懂绝不离开现场。他常说：“技术负
责人的衡量标准就是话一旦从你嘴里说出
来，就要对它绝对负责。”划一米线、贴标签，
每一项工作都亲力亲为，一段时间后，他成
了项目上的“百事通”，对任何数据都很熟
悉。该项目后来也成为集团公司第一个基
础、主体验收的三星级项目。

随后，他配合公司完成清华附中秦汉中
学初中部雁塔杯、长安杯、鲁班奖创建工作，
未来城市级观摩工地的策划及实施，三兆村

旧房改造项目进度管理交流及长安区政府
200余人观摩学习讲解工作等。

新地标的“领头羊”

2021年，汤超来到曲江·云松间项目担
任项目经理，该项目是一座以高标准商务办
公及高端酒店为主要功能的超高层建筑群，
建成后将成为曲江商旅的新地标。“这是全
新的挑战。”刚接手项目时，他压力很大。

项目 9号楼超高层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时，在没有经验、没有参考的困境中，汤超每
天组织技术人员学习、咨询、探讨，经数十次
修改，最终拿出了让人称赞的策划方案。浇
筑过程中，他和团队日夜坚守，紧盯每个环
节，最终用时 55小时，一次成优完成了 9号
楼266米超高层的关键节点，该方案也成为
了集团后续超高层浇筑的标杆和参考。

在他的带领下，曲江·云松间项目获得
了2022年西安市住建领域安全管理优秀项
目、2022年上半年全国安全管理优秀项目、
2022年西安市第七届建筑业绿色施工观摩
活动优秀集体、2022年西安市智能建造与
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观摩活动优秀集
体等殊荣。

作为一建集团较年轻的项目经理，他的
建筑之路也许比其他人走得稍快，获得的成
绩也较多，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背后是无数
个日夜的辗转和付出。“一切才刚刚开始，我
相信还有更多惊喜和成绩在前面等着我。”
汤超目光坚毅，坚定地说。 □祝丹

项目建设的“百事通”

二郎山下，窟野河边，在神南产业发展
公司机电设备管理中心，有这样一群不寻常
的女性，她们有的是煤矿设备“医生”，有的
是综合事务“管家”，有的是安全生产“监督
人”。她们用扎实的作风和甘于奉献的精
神，为产业公司增添了一抹“巾帼红”。

煤矿设备“医生”

作为油品检测实验室“第一人”，常建余
肩负三大主力矿井、外部合作矿井、公司内
部兄弟单位矿井的油品检测重担，每天都要
组织化验室人员对各矿井进行取样化验。
面对繁重的工作，她化压力为动力，带领班
组人员奋战一线，辛勤打拼。油脂化验时间
紧，工作量大，遇到矿井连班生产，加班加点
是常态，无数次，陪伴她一同奋战的只有化
验室里的机器。

参加工作 10 余年，取样行程 10 万公
里，化验 8万个油样，从未发生一起因油品
化验问题而引发的故障，始终保持高质量
化验，高品质服务，实现了客户满意度
100%、化验准确率 100%的“双满贯”。为
此，常建余被授予“模范团员”“优秀班组
长”等荣誉。

“一花独放不是春。班组的成长不能只
靠某一个人，要大家一起进步才好。”常建余
说。在她的带动下，班组 8名女职工全部通
过了职业技能鉴定。她所在的班组，连续五
年被评为“安全先进班组”，更获得了省总工
会授予的“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综合事务“管家”

“综合管理是一个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关键岗位，工
作内容烦琐复杂。”在谈及对综合管理的认知时，纪小梅这
样说。就是这样一份工作，纪小梅一干就是十多年。对她
来说，公司就像一个“大舞台”，她在这个舞台上认真地扮
演着自己的角色，出色完成了工作任务，先后被公司评为

“优秀女工”和“学习标兵”。
自公司推行“勤”文化以来，纪小梅结合自身工作，

勤奋学习，先后顺利通过了初级经济师考试、中级经济
师考试。工作中，她秉承着积极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创
新多一点的想法，时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学习，
用勤恳拼搏的工作作风与优秀的业务能力赢得了大家
称赞。

安全生产“监督人”

“小张，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小王，你们的安全围挡
不规范，现在就安排整改。”……安全管理员郭艳丽身着工
作服、头戴安全帽，脸上挂着微笑，提醒员工注意安全。

为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她每年都要重新核对安全
基础工作，整理出需要完善的制度，并组织应急演练、安
全风险评估、安全自查等，将安全理念贯彻到每一个生产
环节中。

从懵懂无知的新员工到安全生产的“巾帼卫士”，从油
脂化验员到安全管理员，多年来，郭艳丽始终坚持以真诚、
执着、严以自律的态度对待工作，为提升中心安全管理和
员工安全文化素养不断努力工作。

在茫茫煤海中，神南产业发展公司每一位女员工都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特有的聪明才智，投入巾帼建功的伟大
的进程中，用柔嫩的肩膀扛起时代使命。 □周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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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组织供
服二班职工应用无人机巡航，对10千伏线路147
惠家线进行试点巡查。 □潘世策 袁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