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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西北油田塔河油区刮起沙尘

暴。在采油二厂 TK647 井作业现场，采油管理

一区生产安全运行中心主任吴登亮擦了一下

被沙子眯了的眼睛，继续指挥现场施工人员

注氮气。

TK647 井是一口三次采油先导试验井，

正进行第二期“氮气+凝胶体泡沫”入注工作。

自 3 月 14 日开始注氮气以来，为确保油井安

全生产，吴登亮始终坚守在现场，一盯就是一

天。“这段时间沙尘天气频繁，作为党员必须

盯好现场确保安全作业”。

采油管理一区管理 387 口油井，16 座站

库，点多、线长，多工种专业化队伍聚集，安全

生产形势严峻。该区党支部把生产经营的难

点当作党支部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开展

“五项创争”“党员身边零事故、无违章”等活

动，成立党员突击队，岗位安全风险识别参与

率达到 100%，整改率在 90%以上。党支部获

得 2018 年集团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

称号。

哪里有难题，支部就在哪里攻坚

“我是党员，身边零事故，无违章，任何隐

患都要扼杀在摇篮里。”现场安全检查时，一

根废旧的小螺帽引起党员郑友洪的注意，他

弯腰捡起，顺手放进随身携带的方便袋里。

安全检查时擅长打“回马枪”的郑友洪让

值岗人员又爱又怕，手握“隐患治理小本本”

的他，每天挨个巡检自己责任区里的井站。

单井水套炉液位计计量不准的问题，查出的

原因是巡井人员忘记打开液位计的阀门，为

此，郑友洪在小本上记了一笔，开会时反复强

调，并在所有井站整改安全隐患，排查此类问

题。

党支部开展“我是优秀纠错员”“辨识评

比”“党员身边零事故，无违章”等活动，使岗

位安全风险识别参与率达到 100%，整改率控

制在 90%以上。

针对安全生产中的瓶颈问题，开展党员

示范项目立项公关，解决生产难题 15 余项，

团队研发专利 3 项。围绕安全生产重点，进行

技术革新，修旧利废，取得了增效益、降成本

的突出效果。截至目前，完成了 14 型抽油机

手动液压悬绳器总成的研究与应用、光杆密

封盒盘根导向装置等 6 余项创新、创效成果，

年节约成本近 1500 万元。

哪里有需要，党员就往哪里冲

3 月 19 日，塔河油区遭受今年以来第一

场沙尘暴袭击，漫天风沙，遮天蔽日。党员、生

产安全运行中心副主任张志刚，在 7-3 卸油

站发现卸油人员巡检时没戴空气呼吸器，立

刻严厉制止，在现场给违规人员上了一堂“安

全课”。

15 名党员兼职安全监督员。他们手握风

险防控清单，每日奔波在生产一线，一一对照

检查，不放过一处风险，不留一处“死角”。

针对影响生产的安全隐患，支部成立党

员突击队，从油气生产、设备设施、直接作业、

工艺安全、措施作业等方面入手，制定落实责

任人，寻找风险点，评估安全风险值，主要管

控措施的“风险防控管理清单”，党员突击队

成员人手一份。

“我们达到了以党建工作促进安全生产、

以安全生产新成效检验党建工作的双赢效

果。今年以来，我区产量稳中有升，目前日产

原油 2680 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职工无违

章、无违纪、无事故。”采油管理一区经理杜林

辉谈到党员“五项创争”活动带来的变化，由

衷地说。

哪里有标杆，员工就向哪里看齐

“6-2‘雪莲号’计转站以 99.9 分的好成绩

获得采油二厂站库提升管理一等奖，站内人

员刘海峰、王冰等受到表彰。”得到获奖消息

玥的那一刻，采油管理一区党支部书记尹 终

于松了口气，把 6-2 计转站建设成党员示范

项目的标杆井站的心愿已完成。

树标兵、立标杆，树典型、立榜样，把堡垒

建在安全生产最前沿，使党员的先进性在岗

位上体现得更突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围绕安全生产发挥得更充分。党支部通过开

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承包井、党

员突击队、党员示范项目的“五项创争”活动，

5 名支委分别承包所辖的五个区块；优选 18
口管理难度较大的高产井、重点井、偏远井，

由 15 名党员承包，从产量、时效、稀稠比、风

险隐患四个方面评比，并纳入绩效、评先考

核。晒一晒，比一比，哪个支委承包的区块高

效安全，哪个党员承包的井产量高，擂台榜上

一目了然。

姻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好的，我们在 35/1 见！”杨光亮说的这个

数字是巴西美丽山水电站二期输电项目（美

二项目）线路上输电铁塔的编号。

杨光亮是国家电网巴西公司美二项目线

路部的副经理。来巴西参与项目建设两年多，

杨光亮清楚记得项目不同地点对应的铁塔编

号。

美丽山水电站是巴西第二大水电站，二

期项目是国家电网公司首个在海外独立投

资、建设和运营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

“特高压垣清洁能源”在拉美的示范工程。工程

由北向南贯穿 5 个州，全长 2500 多公里，安

装输电铁塔超过 4400 座。

从美二项目建设前的环评、征地，到现在

线路基本具备送电能力，杨光亮几乎参与了

所有问题的协商和解决。虽然在里约热内卢

拥有办公室，但杨光亮平时基本是在线路上

“流动办公”，每天与各个标段的承包商、供货

商及当地农场主打交道。

“我经常是回里约衣服都没来得及洗就立

刻要出发，不过现在我的家人都在国内，这边

就我一个人，生活和工作早已融为一体。”他

感觉这样的生活很丰富，但坦言压力也不小。

在巴西，征地需要和当地农场主谈判。10
标段的线路建设要经过一座农场，农场主和

承包商讨价还价，要求除了必须支付的费用

外，还要额外征收最少 3 万雷亚尔（约合 7752
美元）的进场费用，而且表示由于农场内奶牛

要挤奶，施工只能在早上 9 点到下午 4 点之

间进行，几乎是常规施工时间的一半。

如果按照农场主的要求施工，那么项目

工期就要大大延长。于是，杨光亮多次找农场

主谈心，主动汇报每天的工程进展，向他表明

工程并未影响农场运营，尽可能争取延长每

天的施工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项目最终得

以在预定工期内顺利完工。

除了良好的沟通能力，熟练掌握当地语

言也成为杨光亮工作中的“加分项”。

杨光亮是国网巴西公司葡语最好的中方

工作人员之一，每个标段的营地和工地上的

巴西员工都认识他。他说：“其实这也是逼出

来的，来到这里工作后立刻就能感觉到学习

当地语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按照巴西法律规定，外国企业投资必须

注重本地化，因此美二项目上有大量巴西员

工，可只有少量巴西高管可以讲英语，大部分

当地员工不会英语。杨光亮来巴西前曾进行

过 3 个月的葡萄牙语培训，但最初的“实战”

仍然很吃力。“来到巴西后，讨论施工方案开

会时都说葡萄牙语，很难懂。”

“听不懂就无法了解问题所在，因此刚开

始工作时压力特别大，”他说，“只能听不懂也

去听，两个月后就能听懂大部分，主动参与施

工方案讨论了，同时也能够搞清楚问题所在，

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对于能够参与美二工程的建设，杨光亮感

到很光荣。杨光亮说：“美二工程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实践，总投资数十亿雷亚尔，它把中

国的先进技术带到国外。”“国网巴西公司派一

些巴西高管到中国接受培训，他们看到中国的

发展后感到非常震撼，回来后积极宣传中国，也

对中国带来的新技术更加认可。”

更让杨光亮感到自豪的是，他参与的项

目为巴西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不仅

限于提供用电便利。

“首先铁塔的很多配件和导线都是巴西当

地生产的，工程带动了巴西电工原材料的生

产；其次它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创造上万个就

业岗位；工程还为巴西带来大量税收。”杨光

亮说，“美二项目是巴西历史上最大的电力工

程，参与我们项目的巴西员工非常自豪，这对

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大有好处。”

在巴西工作两年多，杨光亮跑了很多地

方，但至今也没机会去向往的亚马孙雨林看

一看。对此，他丝毫不觉得遗憾：“美二工程线

路沿线风光十分优美，虽然不是旅游景点，但

我有幸看到一个真正的巴西，了解当地真实

的风土人情，大家都羡慕我呢。”

姻 李欣雨

匠心精神是“中国制造”迈步“中国智造”

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在信息量呈几何增长，

需求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匠心精神作为一种

令人肃然起敬的企业气质，被中国企业家践

行着，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智造时代。中国通信

软件技术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专家郭茂森

先生匠心打造德仁高科（德仁高科（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针对中国企业的特点及所需要

的通信模式研发了多项先进的通信系统软件

并付诸实践，为提升中国本土通信软件技术

水平、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创造了条件。

2007 年，郭茂森先生一手创办了德仁高

科这家专业从事通信产品研发和方案提供的

高科技企业，开启了他的创业梦想。在德仁高

科这个平台，他卓越的企业管理能力和杰出

的通信软件研发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带

领德仁高科从平凡到卓越，从优质到极致，将

中国通信软件行业最先进的技术修炼得炉火

纯青。

在创新融合互联网与通信技术，为用户

提供专业的通信、软件服务方面，德仁高科经

过郭茂森先生十几年的淬炼，如冉冉升起的

明星，已成长为中国领先的通信软件研发企

业。郭先生领导研发团队开发的 Hi-CallCen原
ter 呼叫中心、Hi-Meeting 网络会议、网络传

真、上网行为管理等多项国内领先的企业通

信产品长期在中国市场占有领先地位，广泛

应用于中国数千家大中型企业，凭借产品的

创新性、技术的领先性，郭茂森为德仁高科赢

得了包括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电信集团有限

公司、全球最大且发展最迅速的直销公司之

一的如新集团，亚太地区最大的视频会议服

务运营商深圳市视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

国最具规模、最领先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宝供

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亚洲寿险竞争力前

十的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

批知名企业的青睐与合作。

在德仁高科勇于开拓的十余年里，郭茂

森主导研发的“Hi-CallCenter 托管型呼叫中

心系统”采用最新的 IP 内核一体化设计，为用

户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应用，大幅度

提高了用户的工作效率，且节约成本。自推出

以来，在中国人保寿险（PICC）全国电销云平

台、中国太平全国电销云平台、上海电信、广

东电信呼叫中心云平台等 3000 余家企业广

泛应用，累计超过 15000 用户。另外，他主导

研发的“Hi-Meeting 网络会议系统”采用先进

的语音技术，能够提供 7伊24 小时服务，实现

了传统电话会议无法实现的快速呼叫，用户

的销售业绩提升了将近 10 倍。该系统自推出

以来受到用户的高度好评，在国内市场占有

率位列前三，累计用户超 15 万，国内超过

40%的视频会议软件都已嵌合了 Hi-meeting
的电话会议接口。这些先进的通信软件不仅

为德仁高科带来巨大的营业收入，为企业用

户提高了运营效率，也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通

信软件技术革新起到了示范作用。

匠心精神在高速运转的信息化时代显得

弥足珍贵，在郭茂森先生这些企业管理者的

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德仁高科秉持匠心

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今后的岁月中还

将继续遵循匠心精神。郭茂森先生学以致用，

研以需求，在竞争日趋白日化的通信软件市

场，与德仁高科的技术团队并肩而战，在中国

通信软件领域不断创新，彰显了中国民族品

牌的精气神和独特魅力。

十年“追梦”
“机”深“智”远
川北首个薄煤层综采工作面
安装完成

近日，四川广旺能源公司首个薄煤层综

采工作面在唐家河矿安装完成，即将投产。这

是川北地区煤矿开采首个薄煤层综采工作

面。它的安装成功标志着广旺能源公司即将

熟练掌握并运用薄煤层综采开采技术，在降

低员工劳动强度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提升了

煤炭的回收率。

4 月 3 日，笔者来到唐家河矿 31648 薄煤

层综采工作面现场，矿灯闪烁，人影晃动，一

字排开的综采液压支架，宛如巨龙延伸到采

面深处。安装现场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

正在努力对一部部液压支架进行着最后的调

试。

唐家河矿 31648 采煤工作面属于 16 号煤

层，平均采高为 0.7 米，煤层倾角 26 至 32 度，

属于薄煤层中倾斜工作面，倾斜长度约为 105
米，采面全长约为 795 米。

该 矿 31648 采 面 计 划 安 装 67 部

ZY3000—07—17Q 综采液压式支架。该套设

备具有安全性能高、故障率低、易操作维护、

可靠性强等特点，在有效提高资源回采率的

同时有效提升矿井科技水平，降低员工劳动

强度，提高工作面安全系数。

近年来，唐家河矿在矿井机械化、信息化

开采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矿井机械化

开采的步伐不断加快，矿井机械化开采逐渐

走上正轨。

2009 年，该矿上马第一个综掘工作面，让

一个老矿出现了机械化掘进的影子。2011年，

该矿首套综采设备落户 1811 采煤工作面。面

对先进设备，他们努力克服技术和经验上的

不足，大胆创新，一举啃下了第一块硬“骨

头”。

2015 年,广旺公司首个急倾斜综采工作面

在唐家河矿 1111 综采工作面落地生根。当时，

急倾斜综采开采工艺的采用广旺公司是四川

首家，也是全省第一个遇到此技术难题的企

业，煤层倾斜角度大，防飞矸、防坠落，如何攻

克难关，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是当时摆在

矿领导班子成员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急倾

斜综采工作面安全管理难度，他们坚守安全

红线，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安全的支

护方式，成功解决了过地质构造带、巷道支护

等难题，确保了综采设备的安全高效运行。

现在，唐家河矿依靠科技治矿、兴矿的步伐

不断加大。视频监控系统覆盖了矿井各个生产

作业点，人员定位系统实现了员工位置的实时

监控，实现了生产调度指挥监控无盲区。

在矿井瓦斯防治的道路上，他们在加强

监测监控的同时，瓦斯发电站将制约矿井安

全的瓦斯转变为了可长期使用的新能源，实

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追逐机械化、信息化的道路上，唐家河

矿十年“追梦”，如今，让矿井机械化、信息化

羽翼逐渐丰满。 (戚彪 何斌)

这个“文学社”
两年飞出
三对“金凤凰”

“当得知自己笔试、面试成绩综合第一的

时候，当时我懵了几秒，缓过神，感觉既意外

又惊喜! ”3 月 22 日，华塑股份内部公开选聘

财务人员最终成绩公布后，“华塑青年文学

社”成员、电石厂石灰窑中控员谢敏激动地

说。继今年 1 月份机械动力厂刘晓莉选聘检

修车间党建副专员后，“文学社”两年内飞出

三对“金凤凰”。

淮北矿业集团转型发展排头兵、华塑股

份是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员工平均年龄 33
岁。为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华塑股份公司

党委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结合青工多、学

历高的特点，把校园文化“嫁接”到企业文化，

成立了“书香华塑”读书会、“华塑公社”徒步

群等，不断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华塑

青年文学社”自 2017 年 7 月 3 日成立以来，

已有成员 70 人。先后组织开展 5 期“朗读者”

活动，6 次主题征文，编发 650 余篇文学作

品，积极推荐参加滁州市、定远县与淮北矿业

集团征文、演讲活动 10人次。

在精心呵护“文学净土”心灵家园的同

时，“文学社”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每日推出

励志“金句”，培养、引导“文学社”成员树立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岗位专业知

识，提升个人素质，增强业务本领；积极推荐

参加公司各类招聘活动，搭建青年锻炼、成长

的平台，为公司发展储备优秀人才。自 2017
年 12 月份张洋洋走向办公室秘书岗位后，水

泥分公司孙春、电石厂王娣、氯碱厂侯珍洁、

机械动力厂刘晓莉，通过努力分别走向纪委

（监察审计）一般管技、宣传专员、销售员、党

建专员岗位，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谢敏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撰写

文学及新闻稿件，先后在《中国建材报》、《中

国冶金报》、《安徽工人日报》等期刊发表。从

基层一线中控员到机关一般管技，从普通的

操作工人到财务人员，谢敏说：“喜欢华塑股

份的企业文化，尤其是‘让学习成为一种习

惯’的学习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渊陈春秋冤

井站党员“全覆盖”，党员有了“责任田”，事故违章全“打烊”

把堡垒建在安全生产最前沿

郭茂森：匠心精神助力德仁高科扬帆起航

巴西“电力高速公路”的中国建设者

荫党支部在 TK661 井场开展“党员承包井”主题活动，20 名承包井党员将“标杆井”的管理经验进行现场分享。

荫党员在查找隐患。荫党支部在 6—1 计转站开展“五项创争”开放日活动，党员整改隐患，清洁

设备上的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