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新安
中信重工重型装
备厂镗铣床大班
长，高级技师

参加工作33年，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中原大工匠”，
49岁的刘新安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在铁疙瘩上练“绣花”。

强化技术创新、破解生产瓶颈、完善加工工艺是刘
新安不变的追求。他带领团队加工完成世界最大自
磨、半自磨机等部件，创新了“核电产品接管”等多项产
品最优加工方法。截至目前，他带领工作室开展攻关
活动 240余次，创新成果 31项，编写先进操作法 5项，
累计创造经济效益3300余万元。

连续多年，他都是中信重工工时、产量第一人。他
编写的《典型零件加工研究及操作法》即“刘新安操作
法”，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并在中信重
工全面推广。

他还积极做好传、帮、带以及师带徒工作，累计培
训人员2300余人次。

铁疙瘩上练“绣花”

李向宾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液
压电控有限公司质量
工程师,高级技师

善于处理疑难杂症，善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重点、
关键性技术问题，技术过硬的李向宾，不仅在公司有

“大拿”的称号，在竞争对手中也得到公认。
从 1987年进厂，经过多年对电、液控制系统理论

及工况的研究，李向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独
创的小径深孔密封件的装配方法，解决了高端千升安
全阀的装配瓶颈，提高生产效率60%。他累计提出公
司改善提案 300 余项，改善课题 186 项，节约成本
1000万元以上；他不断钻研，累计完成进口替代2000
万元以上。

以用户为导向，他牵头研发的立柱大流量供液系
统等，不仅得到用户认可，还为公司带来500多万元市
场效益。他还多次赴矿为一线矿工和技术人员培训，
脚步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匠心托起“中国制造”

张素丽
中车洛阳机车有限
公司转向架事业部
钳工,高级技师

从普通钳工到“全国技术能手”，再到带领团
队创建“张素丽劳模创新工作室”，张素丽在中车
洛阳公司已经工作了 27 年。每天，她都跟机床和
火车头的零部件打交道，主要负责机车的装配和
维修。

这位曾在校园中“三铲截钢筋”的“女汉子”，在工
作中是出了名的专啃“硬骨头”的“解难专业户”。她的
这双手，能制作出精确到头发丝1/4粗细的工件；能在
鲜鸡蛋上钻孔，外壳钻透而内膜不破损……

凭借精湛技艺，她带领工作室成员先后攻克齿轮
罩铸造缺陷修复、和谐机车轮对齿轮箱漏油、轮对轴承
在线厂外报警等46项技术质量难关，实现了行业内多
项第一。其中，空心轴组件检修项目通过攻关，形成了
批量检修能力，换新率同比降低30%。

敢啃“硬骨头”的机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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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筑梦争出彩
——河南省第三届“中原大工匠”风采展（上）

●● ●● ●●

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爱岗敬业、追求卓越，对待自己的工作和产品一丝不苟、精雕细琢；

有这样一群奋斗者，他们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一钻到底、永不言弃；

他们用匠心筑梦，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以诚实劳动争创出彩业绩、续写新时代劳动者的荣光。

此次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命名的 30名河南省第三届“中原大工匠”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

表。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工匠精神，感受劳动之美。

陶留海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
心带电作业技术专
责,高级技师

自1998年参加工作，爬冰卧雪、穿山越岭，克服危
险工作环境开展带电检修已经让陶留海习以为常。

发扬钉钉子精神，他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钻研和
电网运维一线的创新突破，让自己成长为引领特高压
带电作业技术发展的技能先锋。

工作中，他负责河南省境内全部 164条 10018公
里超特高压线路带电检修。21年来，他先后参加带电
作业 450余次，累计带电作业 3400余小时，所负责带
电作业无一操作差错、无一责任事故，多供电量100亿
千瓦时，增加社会经济效益近200亿元。

他牵头的世界首条±1100千伏直流线路带电作
业实用化技术研究，顺利通过中电联成果鉴定，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他和团队的多项技术创新成果成功填补
我国甚至世界输电带电作业领域的空白。

电网“刀锋舞者”

王鹏
航空工业光电所
快速试制部装调
中心副主任,高级
技师

为国产战机装调“中国眼睛”，助力飞行员翱翔蓝
天……从1998年参加工作，王鹏长期致力于光学仪器
装调、精密光机系统装调技能的钻研，练就了“全息组
合镜灌封”“徒手感知垫片厚度”等绝技。先后荣获各
类科技成果奖 12项，创新成果 15项。他所掌握的各
类平视显示器装调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
在国际上也位于前列。

他先后参与完成我军多型现役主战飞机的头盔瞄
准具、头盔显示器、平视显示器等重点型号产品的研制
与生产，仅2018年就和团队成员完成交付近4亿元产
值的产品。

他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创新改进各类工装 100余
种、工具20余种，建立创新平台“王鹏河洛工匠创新工
作室”，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为战机装上“火眼金睛”

牛广光
航空工业新航集
团平原公司研发
中心装配钳工,高
级技师

他热爱航空事业，勤于钻研、善于创新，在普通的
装配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余载；他是一名装配工人，也是
名副其实的大工匠，他就是牛广光。

气源分系统是公司第一项系统级产品，系统包括
十几个附件，每种附件上都有300多个调试点，尤其在
温度调控过程中，温度控制锁紧螺纹每旋转一度就对
应着产品温度几十摄氏度的巨大变化，难度可想而
知。试验中的产品温度将近100摄氏度，为提高精度，
牛广光脱掉手套徒手调整螺纹精度，终于摸索出产品
温度变化的特点。

在他的带领下，“牛广光劳模创新工作室”2018年
完成学习改善项目1200多项，专利16项，攻关现场技
术问题400余项，成功解决了关键产品的技术问题，为
产品装试累积了宝贵经验。

匠心独运志行蓝天

王红宾
中原油田普光分
公司采气厂普光
采气管理区采气
工,高级技师

作为油田培养的第一批从事采气的技术工人，王
红宾参与了我国东部最大的整装砂岩气田-文 23气
田开发。凭着永不服输的拼劲，他先后解决常规气田
生产难题150余项，赢得了“采气状元”的美誉。

2012年年初，43岁的王红宾被调到普光气田参
与开发建设。该气田天然气高含剧毒硫化氢，国内没
有成功开发先例。王红宾用一颗匠心先后攻克快开盲
板渗漏等技术难题 300余项，减少职工进入高危场所
涉硫操作 50次/年，年减少故障处置关井 80次，为企
业创造近亿元经济效益。

他先后建成了“王红宾学习创新工作室”“普光分
公司技师工作站”和“仪表维修工作站”，聚合普光气田
高技能人才，开展瓶颈问题攻关、仪器仪表维修等活
动。

永不停步的“采气状元”

王建勋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帘子布公司捻织二
厂工段长,高级技师

他每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至少晚一个时下班；完
成创新发明项目数十项、创造经济价值近亿元……他，
就是王建勋。

自工作以来，他扎根一线，熟练掌握了世界先进织
布设备维护保养技术。他曾在没有图纸和技术标准的
情况下，连续抢修 72小时，成功修复德国设备专家无
法维修的喷气织机，为企业节约设备成本 30 万元。
2018年他带领工友用7天时间完成了5台大型喷气织
机的安装调试工作，创造了世界尼龙帘子布行业关键
设备安装的“中国速度”。

针对生产难题，他带领团队开展高速喷气织机技
术创新、设备改造，先后完成技改攻关项目 40余项。
他发明的“棉尘收集装置”在喷气织机上推广应用，棉
尘收集率达86.6%以上。

用匠心建功勋

包玉合
中南钻石有限公
司自动化技术室
主管,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

自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包玉合始终坚守在生产
和科研第一线。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他练就了能
通过观察高温高压腔体施加电加热功率和压强大小，
预估金刚石晶型、晶体大小和单产的“绝技”，为金刚石
合成工艺控制技术的不断优化和技术升级提供了有力
保证。

30多年来，他主持和参与的技术创新项目有 120
多项，其中获得省部级成果3项，“20/30粗颗粒高品级
金刚石”获得中国兵器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国家
专利20项，为我国超硬材料的技术进步作出突出贡献。

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南钻石 3500多台金刚石合成
设备中得到应用，高品级金刚石提高 30%以上，节能
率提高 90%以上，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6000万元，间
接效益可达亿元以上。

匠心打造“金刚钻”

高英新
乐凯华光印刷科
技有限公司研究
员,工程师

柔性树脂版简称柔版，是柔印产业用的一种印刷
耗材，因其环保、经济、高效特性，被称为“绿色印刷特
种兵”。2006年以前，全球仅有美德日的几家公司掌
握制造方法，技术被严密封锁。

对接市场需求、紧盯国际技术前沿、加速技术升级
迭代……47岁的高英新作为柔版项目技术总负责人，
带领团队坚持科研创新，主持并成功研制常规柔版、数
码柔版、金属基树脂版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
品。24种不同厚度柔版均打破国际垄断，抢占国际销
售市场，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还带领团队在单、双层热敏版，最新一代免处理
版材方面相继获得突破，取得良好产业化成果，对支撑
公司产品结构转型、中国印刷产业产品创新作出重大
贡献。

朱一斌
河南油田分公司采
油气工程服务公司
采油测试工,高级
技师

1983年，年仅 18岁的朱一斌从技校毕业，在河南
油田一个偏远的采油队做了一名采油测试工。从此，
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钻研测试仪器和井下工
具上。

凭借对技术创新的热爱和追求，朱一斌完成技术
创新成果 100余项，填补了 50余项测试工具、仪器的
空白，获国家专利 12项。其中，他改进应用了环空骨
节配重工艺技术，使河南油田环空测压工艺成功率提
高到98%以上，一举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他研制、开发的系列化测试投捞工具，使我油田偏
心分层测试投捞成功率达99.9%以上；研制、开发的八
大类50余种井下测试打捞工具，使我省油田分层测试
技术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列，累计为油田减少油水井
作业4000井次，创效1.7亿多元。

居斌
中国石化股份公
司洛阳分公司首
席技师,高级技师

从事仪表维修工作10年，电气运行和电气检修工
作 23年，今年 51岁的居斌，过去找的是设备故障点，
现在找的是创新发明点。

“居斌劳模工作室”是洛阳石化第一个创新工作
室。居斌主导研发和带领团队共同完成重大成果 35
项，取得国家级专利26项。居斌研发的一套国内首创
的 110kV 线路功率自动控制装置，投入成本不过
3000 元，却能有效减少了 110kV 下网电量，投运 10
年，为企业带来 1800万元的效益。他总结的“直流接
地快速安全查找法”获得洛阳市优秀操作法，被洛阳市
总工会命名为“居斌操作法”。

他还勇于承担重点项目，2019年 110kV电力系统
扩能投资9000万元改造，居斌带领团队克难攻坚，从设
计谈判到方案制订，再到施工调试、投运一次成功。

柔印技术“闯关人” 油田里“炼”出大工匠 扎根一线谋创新

陈建平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
工程有限公司焊接
技术培训中心焊工
教练,高级技师

从 17岁握起焊枪，3000℃的铁水和飞溅的铁屑
曾在他身上留下不少“烙印”。但是，每每看到成排的
亮晶晶的焊缝时，陈建平总说“心情就像是雕塑家完成
了一件艺术作品。”

参加工作24年，他参与各类火电机组建设20余座，
抢工期、接难活、搞竞赛，他总是任劳任怨、样样带头。

他刻苦钻研焊接技术，致力于研究焊接新工艺、新
型材料焊接以及焊接技术培训。特别是获评郑州市首
届“郑州大工匠”以来，他参与并取得技术创新成果18
项，成果转化 30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发明专
利3项。

他的多项科技项目及专利创新成果的运用，不仅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施工质量，还解决了现场施工中的
难题，仅近三年，就取得经济效益2350万元。

电焊火花照匠心

赵进良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事业部机
加工车间加工中心
班班长,高级技师

聚焦加工技术 21年，把过手的零件都做成精品，
44 岁的赵进良先后设计出铣具、夹具、刀具等工装
180余套，通过工艺改进和工艺攻关，累计为公司创造
经济效益4500多万元。他还申请发明专利6项，发表
论文3篇，编制作业指导书11份，在创造效益的同时，
为零部件快速周转提供可靠保障。

自 2015年成立“赵进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以来，工作室员工创新创效共完成项目300余项，累计
产生经济效益2800余万元。

为提高加工质量，赵进良提出建设零缺陷班组，先
后实施“仔细想三秒再加工”“程序校核”等措施。在他
带领下，2018年班组加工零件 4080批次 166939件，
合格率100%。由他所带的徒弟，多名拿到河南省“技
术能手”称号，所在班组多次被评为先进班组。

把过手的零件做成精品

李满意
焦煤集团能源公司
赵固一矿机电队副
队长,高级技师

从一个个小创造、小革新入手，结合矿井实际逐项
进行攻关，李满意凭借自己的刻苦钻研、敢于创新，先
后获得河南能源大工匠、煤炭行业技能大师、河南省百
名职工技术英杰等称号。

近年来，他利用创新工作室平台，先后培养一线技
术骨干126名，完成“五小”成果113项，完成国家使用
新型发明专利 16项。这些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
经济效益3000余万元。

为发挥主力矿井的担当作用，李满意带头研发了
主井缓冲装置的设计与安装，该创新不仅填补了赵固
一矿的技术空白，还防止了主井提升系统重大恶性事
故的发生，减少该矿设备购置资金50余万元。在他的
感染下，公司越来越多员工对创新产生兴趣，并有了自
己的创新成果。

煤海里搭建“技能云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