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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匠的爱企情怀
“左手拿焊帽、
右手握焊把、专注的神情、凝
固的姿态”，
成为武桂彬职业生涯的一个定格画
面。2018 年，武桂彬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称号，这也是建厂 49 年来唯一获此殊荣的员
工。
走进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兴
泰公司”
）厂房，充斥着各种噪音和极度闷热的
浪潮，弧光与焊花映照下的武桂彬在聚精会神
地工作着。武桂彬所在的锅炉高压焊工班肩负
着沙河、
国泰发电公司所有机组锅炉受热面、承
压部件、压力容器等主辅设备的焊接任务，可以
说是生产任务最繁重、工作环境最恶劣的班组
之一。
武桂彬说：
“焊接如绣花，要的是技术与耐
心。”
由他施焊的焊口，
一次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9%以上。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桂彬成为兴泰公
司荣获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最年
轻的员工，
2015 年获河北省国资委“有突出贡
献的优秀高技能人才”称号。
2018 年 6 月，公司 10 号炉省煤器制作激
战正酣，
由于省煤器管子直径小，焊接角度转动
快，影响制作质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武桂斌
经过认真反复的摸索、实验，总结出了一套经
验：小电流，
微摆动，
焊接接头充分熔合，焊道内
收头，
减少热影响。事实证明方法非常有效，
从
而被分公司焊工广泛采用。在长达一个月的时
间里，每天焊接时间 10 小时以上，焊口总数高
达 8000 余道的省煤器制作中，
他和同事们共同
努力，最终使低温省煤器焊口一次合格率达
97%，高温省煤器焊口一次合格率达 98%，获得
公司授予的“精品工程”
称号。
2018 年 8 月，在公司 11 号炉 A 级检修
中，针对锅炉省煤器漏粉这一难题，武桂斌和
班组成员一起查找资料、商量对策，最终掌握
了焊接薄管壁的焊接技术，焊接焊口 400 余
道，一次合格率达 99.5%，受到公司领导的高
度赞扬，并再次获得公司授予的“精品工程”
称号。
“我觉得能够称得上工匠，除了技艺超群，
还应该拥有一颗匠心。”
武桂彬说，
“再加上一股
韧劲、钻劲、犟劲、稳劲，与一种追求极致的精
神，才能成就一名匠人。
新时代的工匠要有总结创新的能力，在认
真执行工艺的同时持续突破创新，这是新时代
工匠应具备的素质。”武桂彬说出了他对大工匠
的理解。
武桂彬也用实际行动与荣誉诠释了新时代
的大工匠。头顶多项荣誉的他从来没有停止过
钻研的脚步。在河北省总工会的号召下和公司
工会的支持下，
他组建了
“武桂彬职工创新工作
室”
。2012 年，该工作室被河北省总工会、河北
省科学技术厅、
河北省职工技协命名为
“武桂彬
熔智焊接创新工作室”。
自工作室成立以来，
他先后完成《二氧化碳
气体保护焊速成培训》
《交流焊机二次线接线柱
改造》
《双人手工电弧焊热接头》
《制作焊工培训
模拟现场焊位架》
《降低氩弧焊气孔缺陷率》等
216 项攻关课题，
获得 4 项全国科技成果奖，获
得 12 项河北省科技成果奖，获得 25 项邢台市
成果奖，
其中《提高 T91 钢与钢研 102 异种钢焊
口合格率》
《提高省煤器焊接一次合格率》2 项
成果分别荣获国家质量管理优秀成果奖、河北
省电力系统 QC 小组成果一等奖，并荣获中国
质量协会颁发的国优奖，累计创造效益 2849 万
元。同时，创新工作室培养技能人才 39 人，其
中，
全国技术能手 8 人，河北省技术能手 17 人，
邢台市技术能手 9 人，公司技术能手 5 人，有
21 名高级焊工在国家、省、市级焊接技能大赛
中获奖。
工作室所获得的各项研究成果和各项殊
荣，各种创新活动带来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参与
创新活动的职工越来越多，职工创新氛围越来
越浓。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全公司参与合理
化建议活动的职工达 2129 人，提出合理化建
议 2532 条，直接创造效益 4286 万元。武桂彬
也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河北省五
一劳动奖章”
“ 河北省焊接技术状元”
“ 燕赵技
能大奖”
“ 河北省国资委优秀青年”
“ 河北省百
名能工巧匠”
“ 国家电网焊工优秀选手”等多
项荣誉。
荣誉印证了他的实力，伴着亮丽的弧光和
焊花，
他演绎着自己美丽的人生。面对荣誉，武
桂斌没有骄傲，
没有自满，相反通过大赛使他更
懂得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含意。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的信念正激励着他向着更高的目
标迈进。
(何卫东 张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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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洽会到两江新区展区 体验多种
“黑科技”
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称“西洽会”
）于 5 月 16 日-5 月 19
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两江新区综合展
示区展示汽车、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电子、生
物医药五大板块内容，27 家企业共展示近 50
个产品，
“黑科技”
满满。

展出面积 650 平 突显两江特色
据介绍，本届西洽会启用 N5、N7、
N8 三
个馆作为魅力西部合作展区，将对西部各省
区市和重庆各个区县平台进行区域特色展
示。作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
“领头雁”
“排头
兵”
，两江新区综合展示区位于 N5 馆，以“开
放、创新、活力、生态”为主题，展出面积 650
平方米，
突显两江特色。
展厅以科技蓝和烤漆白为主色调，突显
两江新区科技智能产业飞速发展优势，同时
也暗喻两江新区蓝天白云的城市生态环境。
进入展厅，可见“圆”
“弧”
“楼宇”
“两江汇
流”
等元素。
“圆”
元素突显两江新区的开放与
包容，
展示和谐开放之美。在设计上流动的弧
线造型科技跃动感十足，展示活力、创新之
美。展区入口顶部大楼高耸的造型剪影，
展示
金融商务的形象。两江汇流的造型，突出两江
新区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蜿蜒的地面造
型如两江之山水，形成一道道亮丽明澈的风
景线，展示生态之美。

五大参展板块“黑科技”
满满

作为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
区，两江新区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的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坚持高质量发
展。展区规划了汽车、
电子、
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和数字经济等五大内容板块，共展出 27 家
企业近 50 个产品。不仅新区多个园区及企业
参展，紫光新华三、京东方画屏、金康汽车等
新入驻企业的代表产品也被纳入主题展当
中。
展区内展品从航天科技新技术到智能制
造新应用，
从新能源汽车到新款电子终端，多
种“黑科技”
悉数登场。
高端装备板块作为面积规模最大的板
块，将集中展示零壹空间的 OS-X 飞行试验
平台模型（即“两江之星”
）与 M 火箭发射车，
机器人、无人机群表演及快速编程系统等。
数字经济板块将展示壹派数字科技的全
景 720 度 VR/AR 数字内容、三原色数码科技
的 VR+旅游、
艾尔伴家的智能门禁设备、云湾
科技的 3D 打印机、数镭科技的三维扫描仪、
翼动科技的便携式反无人机及新视家的家教
一体机等。
电子板块将展示新华三依托具有人脸识
别技术的云班牌、京东方的低功耗智慧桌牌、
恩智浦的自动驾驶平台与 DMS 驾驶员监控
系统等。
生物医药板块将展示博奥新景的眼象健
康成像仪与流式细胞仪、如泰科技的监护仪
以及胶囊式内窥镜系统与食道阻抗-ph 联合
监测系统、EVAHEART I 植入式左心室辅助

“一提双优”
让柴里煤矿
“老树发新芽”
姻 刘光贤

控支架、大功率刮板输送机、大流量乳化液泵
站，
使采煤工作面实现智能化生产。推行注浆
“作为一个具有 55 年开采历史的老矿，我
锚索代替超前支护，在两巷取消液压单体支
们逐步形成了以‘一提双优’为核心、以‘取消 柱，
提高了安全保障能力和工作效率。引进大
夜班生产+周末集休’
为标志的煤炭生产新模 功率掘进机、锚杆钻车、无轨胶轮车和液压装
式，
顺应了职工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山东
载机、
凿岩台车等高端装备，建成了煤巷综掘
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矿长李文说。
快速掘进线和岩巷炮掘快速掘进线，实现了
今年以来，柴里煤矿坚持以新思维融入 高效快掘。推广使用远距离喷浆机，
全锚索支
新时代、
新技术激活新引擎、新工艺推动新发
护、
大循环作业工艺工序，推进岩巷排矸后路
展，
持续加快“一提双优”建设，大力推进自动 连续化运输，建成后路转运设备视频集控系
化、智能化、集约化生产，开创了矿井发展新 统。2018 年以来，先后建成 3 个自动化智能
局面。
化采煤工作面、
2 条快速掘进线，大幅提升了
单产单进水平。
应用新技术，
推动装备智能化
“通过提升装备工艺水平，采掘人均工效
该矿采煤副总赵新华说。
“柴里煤矿建矿时间长、采场条件复杂、 提高 50%以上。”
安全压力较大，加上设备工艺陈旧，
一度造成
推广新模式，
实现生产集约化
生产被动局面。”该矿副矿长顾洪利说，他们
按照集团公司“采掘均衡发展、辅助加速跟
“柴里煤矿一直采用前进式开采布局，随
进、各专业全面提升”的目标，着力提高采煤
着开采年限延长，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运行
智能化、掘进快速化、辅助自动化水平，优化
维护难度逐年加大。必须主动破解难题，大力
编排矿井
“一提双优”三年规划。
推进生产系统优化，打造集约高效新优势。”
使
引进大功率大截深采煤机、大采高电液 李文说。他们通过实施井下煤仓扩容增量，

井下储煤能力从 2500 吨上升到 1.2 万吨；通
过升级改造主运皮带永磁调速和集中控制，
实现了储装运一体化。推广应用无轨胶轮车、
无极绳连续牵引车等设备，实现了采掘辅助
运输安全高效。
实施生产系统瘦身减负，封闭闲置巷道
7000 余米，减少 2 个生产服务采区。将采煤
工作面由 3 个减少到 2 个、掘进工作面由 11
个减少到 6 个，推动了老矿集约高效生产。
构建智能化生产模式，依托信息系统，推
进调度通讯与“三网”融合，建立井下工作面
太网互联、视频传输、监控中心协同控制系
统，实现了地面调度指挥中心对井下综采设
备远程操作和综采设备“一键”
启停。
采取液压支架跟机自动化+远程人工干
预的开采模式，
实现成组控制功能。通过采煤
机记忆功能记录采煤工艺及煤层曲线，实现
了生产循环智能化、格式化开采。

落实新要求，
坚持管理效能化
该矿针对结构性缺员等问题，着力优化
劳动组织、
提高人工效率。采掘专业优化为 2

吴洪波：
重担在肩 砥砺前行
2018 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
气矿安岳采气作业区经理吴洪波长期坚守
高石梯区块上产施工作业现场，为作业区创
下年产量历史新高，建成安岳气田 13 亿的
产能规模做出了积极贡献，用履职尽责诠释
了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业区当年荣获西南油
气田公司先进基层单位，
吴洪波也荣获蜀南
气矿劳动模范殊荣。

勇做
“排头兵”
，
担起气田建设重担

投产团队，集中力量技术攻关。作业区全体
总动员，优秀青年主动请缨、专家团队现场
问诊、一线员工通宵坚守、后勤保障全面铺
开。
碰头方案把关落实，直达现场靠前指
挥，
21 个碰头战场、129 道焊口、240 余人的
现场队伍，
历经高温烘烤、暴雨肆虐、昼夜不
休的 106 个小时，保障了高石梯片区生产平
稳运行。全年安全顺利地投运投产了 3 座集
气总站、8 口新井，生产天然气 6.52 亿立方
米，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37.8%。

奋战 70 天，冲刺13 亿。2018 年酷暑难
耐之时，正值高石梯-磨溪区块一期地面集 善做
“管理者”
，
夯实气田发展基础
输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新井投产任务集
基础管理的提升，离不开大胆创新的精
中、道路封阻企地协调压力大、现场组织人
神和勇于打破常规的果敢。
员管理千头万绪。当所有的问题摆在面前
吴洪波坚持以 QHSE 标准化建设为基
时，
吴洪波只有一个字——
—干！
础，
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优化班组“一站一
他率先提出“5+2”
、
“白+黑”的“非常规”
案”配置，顺利通过西南油气田公司达标验
生产组织模式，并组建以专家技师为核心的
收，
高质量完成西南油气田公司体系审核问
题整改，两化融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合工作 受到 国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家工信部好评。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独家代理机构：成都锦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红星路二段 70 号四川报业集团 3 楼 310A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随着“两化
荫更正公告：
成都瑞康医药连锁
注销公告
北京恒丰北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荫成都益生道健康管理有限公
融合”
、
“三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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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同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08000065085）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自 本公 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 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荫注销公告：
成都星河休闲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7464088974）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申报
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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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服务体验。2 台 Cruzr 将分别在两江新区
展台前后入口“迎接”
观众。
而 14 台悟空机器人将带来最强“机械
舞”。悟空机器人是一款便携式智能机器人，
具有人脸识别、智能拍照、视频监控等功能，
眼部 LCD 屏可呈现喜怒哀乐，智能摄像头也
是 AI 智能助手，
能提供智能沟通。
大数据智能化也是展区一大亮点。
“我们
高端 + 大数据智能化 亮点抢先看 将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社交等新
记者了解到，航空航天装备成为高端装 兴技术与教育数学深度结合，推出了 H3C 云
据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相关
备展示区的一大亮点。其中重庆零壹空间航 班牌解决方案。”
天科技有限公司的 OS-X 亚轨道火箭（模型） 负责人介绍，云班牌解决方案是智慧校算建
包括云班牌、无感知考
是一款可军民两用的飞行试验平台，该展品 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实物能够模拟各种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飞行环 勤、行为分析、微校通、开放平合、选课排课
境。而以模型展示的 M 火箭发射车，其生产 等。
此外，重庆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展示
制造后则能为未来各型亚轨道火箭和商业运
载火箭提供载车总装、整管测试、转运，起至、 的依图人像大数据平台基于世界领先的人脸
点火发射的商业服务平台，
极大降低人工、运 识别算法及数据智能精准分析引享，针对千
万人口级别城市，以人口时空信息为核心，
整
输成本的同时，
也缩短了火箭发射周期。
现场，重庆市亿飞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将 合数字化城市丰富多样、实时多变的海量数
展示无人机群演。据介绍，其 YF-E300 电动 据，通过人工智能及数据智能双引擎，针对多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可以适应各种复杂起 维信息进行关联整合分析，提供城市人口宏
降条件，在巡直追踪应用中可高效地完成作 观动态。
同时，还有可实现人脸识别、可视云对
业任务。
智能机器人是展区又一大亮点。多种商 讲、大数据分析等功能的艾尔伴家智能门禁
用、
娱乐类机器产品将悉数登场，其中优必选 系统，采用人工智能的 AI 技术和无影成像的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的两款智能机器人各具 光学技术可对眼象进行高清采集、特征提取
特色。据介绍，Cruzr 智能云平台商用服务机 和综合分析的白睛无影照相机，以及可与中
心监护系统连接、远程双向控制的多参数患
器人，
具有立体导航、人脸识别、
数据采集、一
(王丹)
键多控、个性定制等功能，可提高办公效率， 者监护仪和多款旅游 VR 产品。
系统、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
汽车板块将展示金康汽车新下线产品与
现代汽车新款汽车。据悉，
重庆金康汽车新能
源有限公司 SERES 品牌旗下首款新电动轿
跑 SUV 将进行展出，
“ 我们将提供纯电 EV、
增程 EVR 两种动力版本，
先体验、后定制、再
交付，
满足定制化需求”。

元/行/天（13字1行） 广告热线 028-6995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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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05 月 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15817903）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 27 日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 （东 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解放路
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城区王府井大街 50 号）举行北 一段 192 号 5 层 23 号向公司清
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京恒丰 2019 年春季书画拍卖会。
算组申报债权。成都益生道健康
申报债权债务。
预展时间：
2019 年 05 月 25-26 日上
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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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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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0104072436858B）经股东会 13501315888 13811446111
起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债权债务
通
知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林耀先生:鉴于你所租物业已产 凤台三路 134 号附 1 号向公司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生欠费和违约，经多方联系无 清算组申报债权。
荫四川春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果。现登报通知你于 2019 年 5 成都王云宁再生资源回收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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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四川蓝光嘉宝服务集团股份
四川川粮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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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5 月开具的
2019 年 5 月 17 日
王少辉履约保证金票据，票据 荫成都益生道健康管理有限公 5MA67JRXL3K） 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号：
0005198 （金额：
5000 元）声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明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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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等的推进，他大力开展作业区“五
定”
工作、驾驶业务试点改革，特别是严格员
工安全履职能力考核，有效检验员工“真实”
的岗位技能水平，
获得了气矿高度肯定。

家采煤区队、3 家掘进区队，压减采掘职工
322 人，成立 4 个专业化服务队伍。构建“三
集中”
模式，
采掘单位采用“七七四”制劳动组
织，实行“取消夜班生产+周末集休”
，真正让
一线职工尊严工作、
体面劳动。
实施扁平化管理，压减现场管理人员。
区队管理人员仅保留区长、书记、主管技术
员和常务副区长“四大员”。推行工长负责
制，实行副区长和班长、副班长和质量验收
员职能合一，建立采掘跟班安监员兼任瓦检
员制度，减少管服人员 219 人，其中，副区长
71 人、班组长 94 人、质量验收员 42 人、专
职瓦检员 12 人。将专业一竿子插到底的“条
条”管理变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条块+区
域化”管理，做到特殊工种优化配置、优势力
量集中攻坚。
加快安全生产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高级技能人才建设。建立“智能装备工程师”
和“智能设备操作岗位工程师”管理培养机
制，
建立选拔培养、考核晋升、降级淘汰机制，
不惜重金奖励操作精英，从而释放“一提双
优”
建设最大效能。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
成功试用定向喷射酸压新工艺

甘做
“引路人”
，
激励员工奋发有为
人才队伍建设是企业发展的
“引擎”。吴
洪波在充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大
力开展一线青年员工培养计划，积极搭建青
年员工成长成才平台，为作业区人才储备奠
定基础。
吴洪波认为，作业区要高质量发展，提
升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尤为重要。为加强员工
技能储备，提升人员安全意识，重点对新调
入高石梯场站员工严格组织含硫天然气生
产专项培训，为保障高石梯区块气井安全生
产打下坚实基础。
200 万、
300 万、
400 万方……去年作业区
产量呈跨越式提升。面对 2019 年 15 亿方产
量任务目标，吴洪波深知前路艰险、责任重
大。他说：
“上产的趋势不变，
为祖国献石油的
使命初心也就不会改变”
，
他以一名石油人的
自信，
诠释了安岳气田攻坚上产的责任担当！
渊黄斌 张誉师冤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面对新井节奏减
缓、措施难选的双重困难，重新剖析“每
一口井，每一个单元”，
瞄准未动用储量，
主动应用高压注水、
整体注气、选择性堵
水、定向酸压等新工艺,力争老区产量逆
境突围。图为 5 月 7 日，该厂在 TK885
井试用定向喷射酸压新工艺，该工艺不
同于常规酸压，能够有效避免油井底水
上返，实现精准酸压，
目前该井已排酸见
油。
马京林 马德昌 摄影报道

红旗班组的
“培训经”
曾连续三次荣获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基层
建设红旗班组的重庆气矿永川采输气作业区丹 7 井
中心站，自 1981 年 6 月建站至 2019 年 4 月，以“追求
卓越、温馨和美”为管理理念，全面推行 HSE 管理。尤
其注重对员工综合技能的培训，该中心站通过建立
“设备流程我清楚、气井动态我分析、安全操作我示
范”的自主管理机制，
编制出《丹 7 井中心站场站管理
手册》、
《丹 7 井中心站场站操作手册》、
《丹 7 井中心

站标准化图册》，员工自主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在连续
安全生产 38 年的基础上，较好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建
设发展。图为 4 月 21 日，站长汪海彬（中）与转岗员工
一道分析生产情况。
李传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