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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Economy

■ 杨维新 鞠家田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技术能

手、辽宁工匠、大连市劳动模范……参加工作

38年来，瓦轴铁路货车轴承分公司维修电工
李长升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日前，李长升再

获新殊荣，被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

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李长升练就了一身

本领，在技术传承、设备改造、新工艺新装备

推广应用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2015年，公
司成立了以李长升为领创人的职工创新工作

室。工作室先后获评大连市职工创新工作室、

辽宁省职工创新工作室，2020年被授予辽宁
省技能大师工作站。

创新工作室要靠创新立足。分公司生产

现场拥有多种国外引进的高精尖装备，均担

负着关键工序的加工任务。早期引进的某装

备由于使用多年，部分元器件老化，设备厂家

已停产不再生产备件，而一批新产品急需在

此设备进行关键工序加工。“我们在没有详细

资料的情况下，通过探讨研究和实际测绘，仅

用一周时间就制定出了维修改造方案，选择

国产元件替代，保证了客户急需产品顺利完

成加工。”李长升简短地介绍说，只字未提维

修过程中的艰辛。

中国高铁迅猛发展，但在高铁轴承上仍存

在短板。“如何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高铁轴承国

产化，一直是我们这些轴承人的梦想。”李长升

和团队成员主持了引进设备自动生产线调试和

国内数控生产线改造工作，出色完成了 7种规
格高铁轴箱轴承的研制。在一种高铁轴承研制

中，由于精度要求高，传统的车削方法难以满足

精度要求。面对难题，李长升和团队成员经过

10个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技术攻关课题———
一种高铁轴承硬车车削创新法。

随着中国铁路的不断提速，为其配套的

轴承也同步升级换代。从“挡边自动补偿自主

创新”“一种高铁轴承硬车车削创新法”到“软

件控制替代硬件机械调整”“实现全自动在线

检测”等攻关项目和课题，李长升和工作室 15
名成员共完成创新项目 50余项，其中 4项成
果获得国家专利，助力瓦轴铁路轴承提档升

级，为公司创效近 3000万元。“从国产老旧设
备改造到国外引进设备维修，我们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技术壁垒，在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孵

化作用下，一批批年轻人成长为技术骨干，为

瓦轴轨道交通轴承的生产保驾护航。”李长升

骄傲地说。

出口轨道交通轴承是瓦轴集团今年新的

利润增长点。目前，李长升正带领团队忙碌在

生产线上，全力以赴投入提高磨加工自动线

生产效率等攻关项目中，为规模化大批量生

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筑牢装备堤坝，守住生产防线。”李长升

如是说。工作多年来，他初心未改。

近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金刚煤矿女工家
属安全协管会的矿嫂们将亲手精心缝制的

“爱心垫肩”送到矿工手中。

该矿大力营造安全生产齐抓共管的氛围,
常年坚持开展矿工矿嫂“安全心连心”暖心工

程活动，让亲情走进安全，让矿工们“暖身暖胃

更暖心”,增强了矿工们搞好安全生产的信心和
决心。当得知 2个综采队的护巷班职工每班要
肩扛近 300块、每块重达 30余斤的护巷水泥
砌块，在井下巷道每趟要行走上百米的距离，

工作服磨损严重，肩膀容易磨伤，严重影响安

全生产的情况后，矿嫂们立即行动，买来厚实

的劳动布面料，按照矿工们的身材，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了一批厚实耐磨的“爱心垫肩”，利用

班前会时间，及时发送给矿工们，并逐一给他

们披上试戴，询问大小、厚薄等，征询改进建议

和意见。同时，矿嫂们嘱咐矿工们要立足岗位，

遵章守纪，自觉规范操作行为，主动搞好自主

保安和互助保安，干安全活、标准活、放心活，让

企业放心，让亲人安心。矿嫂们细致入微的关

怀，传递了企业的关爱和亲人的真情，受到了

矿工们的欢迎和点赞。 渊余学明冤

“三步法”
助力形势任务教育

新安煤业
激发全员
创效活力
■ 杨雪茹 姚中林

“目前，13上 06工作面边采边加架，今后
还要面临边采边撤架，战线长、生产环节多、

现场管控难度大是当前生产的基本面。我们

主要突破的是如何科学编排工序，优化劳动

组织，努力做到正规循环提高开机率。”新安

煤业综采一区党支部书记李宾在班前会上看

完集团公司形势任务教育专题片后说。

连日来，该公司精心组织公司干部职工

观看了“跨越赶超走在前，转型突破开新局”

形势任务教育专题片，并从“看、论、创”三个

方面深化形势任务教育活动, 引导干部职工
充分认清当前形势，激发工作热情，坚定做好

各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为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

精心组织好“看”
“通过观看形势任务教育专题片，我对企

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看完专题片，我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这是新安煤业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的两个

片段。

教育片《跨越赶超走在前，转型突破开新

局》分为“从上半年成绩中总结经验、坚定信

心”“从科学研判形势中树立危机意识、增强

斗志”“从聚焦目标中狠抓落实、走在前列”三

部分, 讲述了上半年来集团上下戮力同心,奋
发作为,共创大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及
下一步在超越的道路上面临的严峻形势，需

要破解的困难和挑战等。影片的播放增强了

广大干部职工对发展大局的把握能力和对综

考集团加快转型发展的深层理解, 提高了思
想认识和境界。

为让形势任务教育活动深入人心，该公

司制定切实可行的观看计划，要求各专业科

室和基层区队通过班前（后）会、“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党员职工观看集团

公司公司形势任务教育专题片，积极引导全

员摆认识、议变化、谈收获、找问题、定措施、

立誓言、表决心、提建议，全面准确地宣传矿

井形势发展变化、应对举措、面临的任务目

标、实现稳步发展的有利因素，及时报道形势

任务教育的进展情况、经验效果,营造了浓厚
的活动氛围。“虽然当前企业面临一定的困

难,但是企业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我对未来
充满信心。”收看完该形势任务宣传片，工会

副主席田明柱表示。

广泛开展好“论”
“针对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矿产压覆退出

的现状，现阶段要持续加大找煤扩量力度，举

全矿之力抓好采掘接续，抢抓增产增供政策

机遇，依法合规推进矿井产能释放。”该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士奎说，要采取边动

员、边宣传、边讨论、边献策、边实践的方式，

有效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大讨论和干好本职工

作的积极性。

该公司以开展“六比六争”务虚会和问题

分析会为契机，结合集团公司半年工作会议

精神，围绕“现阶段如何处理好‘稳’和‘进’的

关系、如何推动‘两优三减’、如何实现高质量

发展”“形势任务怎么看、对标先进怎么办、履

职尽责怎么干”等主题常态化开展大讨论。

该公司广泛组织“转型突破再出发、勇站

排头争一流”青工演讲比赛，突出重担当抓落

实，突出存量优化、增量跨越、动能转换、内涵

挖潜、风险防控，实现质量、效率、效益“三提

升”。

“通过聆听宣讲员们的精彩演讲，让我对

现阶段企业遇到的困难有了新的认识，就像

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是枣矿人，在企业辉

煌的时候，我们在，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我们

仍要坚守岗位。’”综掘一区机电工长胡强说。

扎实开展好“赛”
“为提高设备检修质量，实现降本增效，

全厂干部职工集体承诺，对设备维修质量、现

场安装质量、服务质量不满意时，立即解决决

不拖延。”该公司机电设备制修厂厂长蔡成宇

说。

该公司以六比力争活动为抓手，细化企

业突破体系，量化全员突破指标，精心组织对

标竞赛、安全竞赛、降本竞赛、创效竞赛、创业

竞赛，扩大成本竞争优势，拓展创效空间，激

发“增盈创效”工作的积极性，大力选树创新

创效标兵、敬业奉献标兵、道德标兵，用榜样

的感召力凝心聚气、激励队伍。形成了共克时

艰谋发展，升级创新转型的正能量。

此外，狠抓生产现场管理、重点头面生产

组织，并以提高单产、单进为重点，积极开展

“创安全生产、创最好头面、创最好进尺、创最

佳工程、创最好效益”的生产创水平劳动竞

赛，促对标管理提升活动。

“我们将借助形势任务教育的东风，继续

发扬‘三种精神’，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坚决打

赢转型升级、脱困发展攻坚战，为集团公司高

质量发展贡献‘新安力量’。”王士奎这样表示。

为了轨道交通轴承一路“长升”
———记辽宁省劳动模范、瓦轴铁路货车轴承分公司维修电工李长升

荫鞠家田 摄

“爱心垫肩”护身更暖心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公布 2021 年享受

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

单，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数

控加工分厂员工彭小彦成功入

选，成为公司首位获此殊荣的

专家。彭小彦从事数控加工工

作 16年，先后获得中央企业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湖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技

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顾申申 摄影报道

技能人才
成为享受
“省政府
特殊津贴”

专家

剑指戈壁再扬威 铁骑鏖战竞风采
———中国兵器江麓集团装备参赛“国际军事比赛 -2022”保障纪实
■ 王泽芬 叶陆辉/文 叶陆辉/图

“86A步战车出击！‘苏沃洛夫突击’单车
赛 中国车组取得首轮第一! ”
“中国车组再夺第一！创下最好成绩！”

“三传捷报，中国车组包揽‘前三’！”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圆满收官，86A步
战车助力中国创‘苏突’接力赛历史最好战

绩！”……

自 8月 14日以来，在“国际军事比赛-
2022”中国库尔勒赛区，狂风呼啸，铁甲轰鸣，
中国兵器江麓集团研制生产的 86A履带式步
兵战车第 7次亮剑“苏沃洛夫突击”项目，以
全程零失误、零罚时、靶标全命中、比赛用时

最少的出色表现，助力中国车组赢得“苏沃洛

夫突击”接力赛第一名和总成绩冠军，并创造

接力赛历史最好战绩。这也是江麓战车第 5
次助力中国车组夺得该项目冠军。

一次次刷新记录、精彩亮相的背后，是一

支技术保障团队为这些装备提供着强有力的

支撑，他们就是江麓集团保障队，凭借专业精

湛的技术、严谨认真的态度、热诚细致的服

务，助力中国车组在国际赛场上跑出“中国速

度”，赛出“中国精度”。

夺冠路上没有局外人
人人都是得分手

茫茫戈壁，铁甲驰骋；黄沙漫卷，炮声震天。

“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比赛场地位于新疆

库尔勒戈壁滩内，这里风沙肆虐，水资源极度

匮乏，温度高达 40益。恶劣环境下，如何保证
保障任务顺利开展，成了所有保障队员首先

要克服的困难。保障队员们靠着防暑药物和

盐水、“错峰”作业，在翻滚的热浪中坚守初

心。“对于我们装备保障人员来说，赛场就是

战场！”高强度的训练、比赛，对装备极限的挑

战，无疑加大了装备保障的难度。

“夺冠路上没有局外人，人人都是得分手。”

技术负责人廖德钦介绍道，保障队给每个装备

量身定做了一份“体检”表格，对底盘、电气、通

信等各个部件进行精细的检查，第一时间掌握

装备和技术状态，第一时间提出维护保养的建

议，确保任何隐患不过夜，不带故障出车。

7月 28日傍晚，一天的训练接近尾声，为
了配合部队进行训练，保障人员已是一身臭

汗，都想回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下。此时，保障

队突然接到驾驶员电话，发现一台装备的扭

力轴断了，断裂的位置在车体的底夹板，十分

隐蔽。保障队员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做到

最好，绝不给公司丢脸，绝不给装备参赛留一

丝隐患。为确保其他车辆万无一失，保障队员

决定当晚对 48台装备车辆的扭力轴全部进
行摸排更换。王伟、马伟、陆腾波、曹万华、戴

浩川等不顾疲惫，抖擞精神，放弃休息，奔赴

不同的装备现场。一台车 12根扭力轴、48辆
装备、576根扭力轴，距离下一次交车时间不
到 24小时，这是对他们团队协作、专业技术
的一次重大考验，就连负责电气维修的陈勇、

汤相铿也加入了“战场”。漫天星光、灯光廖

落，停车场没有维修地槽，就在车体下方挖一

个沙坑，人下到坑里进行操作；没有吊车和转

运车，就靠人工搬运；没有灯光，就打强光手

电上。更换零部件、加注润滑脂、紧固密封、检

查调试……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任务完成，这

时的他们已经近 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休息
……这样类似的突击抢修只是保障工作的一

个小小缩影。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在酷热的环境和

巨大的压力下，江麓保障队员全力以赴、有求

必应，针对训练中出现的装备问题，部队选手

提出的需求，提供“保姆式”检修服务，只为坚

守那份初心和使命。保障队自 4月底第一天
踏上库尔勒戈壁起就投入到战斗状态，100多
个日夜，保障人员连续作战。在每天长达十七

八个小时的工作中，保障队全程跟踪保障装

备训练，每天晚上还要对当天工作复盘，分析

总结经验，并对装备车辆维护保养。在跟训期

间，保障队为参赛选手开展车辆结构、车辆驾

驶以及维修保养等内容的介绍培训，以及通

讯、射击、操控等实车讲解，为全面提高部队

自主维护保养能力、为后续装备车辆与中国

队员的协同磨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保障时不分中国外国
优质保障彰显“中国精神”

不论是中国车队的参赛装备出了故障，

还是外国车组的参赛装备出了故障，保障队

立即在第一时间抢修，并在第一时间抢修好，

不分彼此，不分国籍，一视同仁，彰显出大国

风度，传递着中国精神。

8月 17日下午 2点，保障外军车辆人员
通报俄罗斯参赛车辆因在通过崖壁比赛项目

时发生猛烈碰撞，导致减震器断裂，销轴被牢

牢卡死在车销孔内。保障队长叶陆辉收到消

息，第一时间召集人员进行故障分析,决定采
用人力锤销来达到退销又不损坏车体的办

法。负责行动、动力部分的马伟、蔡亚敏、刘峰

一行耗时 4个小时的人力操作仍无法退销。
到了晚上 7点，天色慢慢暗了下来，看到指挥
中心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时，叶陆辉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陷入僵局时，廖德钦提

出第二个退销方案，通过加热软化销孔并在

内部电焊楔块，采用外锤内拉方式退销。当冷

水浇灌在加热的销轴上进行降温时，高温水

蒸气迎面而来，车体内部曹郴的脸上与脖子

像被烫伤一般的红，却没有丝毫动摇，车体外

部王伟、黄剑锋等人用大锤进行捶打，伴随着

焊接声、捶打声与机器轰鸣声，直到晚上 12
点，最终将断裂销轴成功退出，这时的保障队

员们个个“脸红脖子粗”，手掌虎口也裂了不

少口子，但是他们脸上却挂满了欣慰的笑容。

训练初期，参赛队伍还未完全掌握驾驶

参赛装备的经验，在驾驶装备行驶反坦克壕

时速度过快，多辆装备摔入反坦克壕，导致装

备发动机受到撞击、车体变形，训练装备的受

损给迫在眉梢的训练带来棘手的难题。在简

陋的停车场内，没有空调、没有风扇，负责焊

接的李力、黄剑锋穿着厚厚的焊接服，蜷着身

子蹲守在车体内，在白炽的焊光中一点一滴

修复受损装备。“大块头”平衡轴难以安装又

厚重，维修现场没有吊车，只能靠着肩扛人

挑，很难想象，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汗水。酷暑

下的库尔勒太阳正烈，白晃晃的阳光照在白

茫茫的戈壁砂砾上，刺得让人睁不开眼。热浪

夹杂着风沙袭来，只能靠喝大量的水来补充

身体水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衣服，在汗渍

和细沙的涂抹下变厚。虽然身体时刻提醒他

们需要休息，但任务一直催促着他们不断前

行。以往要一个月的维修过程保障，队员们争

分夺秒仅用一周完成维修，直到检查确定装

备的可靠性后，他们才安心睡上一个好觉。

大漠的天气就像战场，“无情”又犀利，一

面是暴热酷晒，一面是飞沙走石。“任重而道

远者，不择地而息。”公司保障队员们时刻牢

记兵工人的使命，信守承诺，以优质、高效、热

忱的保障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参赛队伍的一致

称赞。

不分前方后方
厉兵秣马齐参战

自接到装备保障任务后，江麓集团领导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挑选 14名精兵强将，组
成一支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参赛专项保

障队，为装备车辆进行维护保养，指导部队战

士熟练驾驶车辆、维护使用车辆。同时，公司

后方组建了涵盖技术研发、零部件采购、质量

检验、生产制造、维修服务等方面的专项保障

小组，保障零部件生产、采购、供应、运输，实

现闭环服务，为保障任务的顺利开展提供有

力支持。

春节后公司派出业务骨干前往装备驻地

对接保障任务需求，通过认真研究装备性能

和比赛项目，对比中俄参赛装备差异，针对性

制定了《装备保障工作计划》《装备技术整治

方案》《装备技术整治细则》和《装备验收标

准》，为参赛装备技术保障打下扎实基础。

针对本次保障任务重、时间紧、零部件产

品生产周期长、批量大等特点，公司在科研生

产任务与保障任务高度交叉过程中，举全厂

之力，特事特办，在“苏沃洛夫突击”国际军事

比赛在即，加班加点列清单、打包装箱、开合

格证、联系运输车辆，分批次将几百项、上万

件、总计价值上千万元的零配件及时发运出

去，有力保证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战鼓催征,沙场砺剑。江麓保障队在这条充
满艰辛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这期

间，他们不仅攻克了“保障关”，也克服了“环境

关”，还默默承受着“心理关”。他们是父母，是伴

侣，也是儿女，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只为扛起肩

上的责任，这就是兵工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

融进血液里的使命感。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把

一切献给党”的人民兵工精神，在戈壁荒漠上奏

响了一曲曲保障爱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