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金华
河南神火煤业公司
薛湖煤矿综采车间
主任,高级技师

今年 40岁的薛金华从事过掘进工、采煤工、机修
工，长期奋斗在生产一线的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能，他在工作之余经常阅读有
关电气、机械设计、液压方面的书籍。通过不断学习和
创新，他逐渐成为公司综采设备和综掘设备维修方面
的技术带头人，矿井安全“守护神”。

从2008年调入薛湖煤矿以来，薛金华先后主持并
参与100多次技术攻关，完成各类技术创新、小改小革
300余项，获得多个实用新型专利，帮助生产区队解决
安全、技术、生产等问题 80余项，每年为矿井创效、节
约资金1000多万元。其中，气动通风机项目有效解决
了硐室内机电设备降温难、综采工作面局部瓦斯积聚
问题，累计节约费用500多万元。

矿井安全“守护神”

靳文献
平顶山天安煤业九矿
有限责任公司机电二
队副队长,高级技师

参加煤矿工作28年，靳文献始终扎根煤矿生产一
线，在煤矿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进程中，潜心钻
研、致力创新。

凭借这股“钻”劲儿，他与他的团队组织开展矿井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工程十余项，完成各种创新项
目20余项，为企业累计创效6000余万元。其中，由他
牵头改造的九矿主斜井原煤皮带运输系统采用主电机
电流控制给煤机自动上煤改造，不仅减轻了工人劳动
强度，还杜绝了主斜井皮带压死情况发生。这一改造
在全国该类型设备中属首创，年增加产值1200万元以
上。

在多年煤矿机电设备维护工作中，他还总结出“三
勤一询”工作法。利用该工作法，不仅能快速查询设备
故障，还能及时防范事故的发生。

矿山“机电大拿”

盛从兵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
输电运检室工程
师,高级技师

熟练掌握110千伏—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运
维技术，累计解决设备各类疑难杂症 500多条次……
28年来，盛从兵凭借满腔热情和不断钻研，从一名普
通线路工成长为国网公司优秀专家，用行动诠释了当
代电力技术工人的责任与抱负。

在濮阳高速路建设中，他主持完成的“输电线路跨
越错层塔”项目，施工周期压缩 45%，施工费用减少
40%，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他组织成立技术创新小组，
先后有 52项技术成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4项科技
成果获地市级以上表彰，累计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费
2600多万元。

他还是劳模工作室的领头雁，带领团队建立日常
管理、奖励和业绩考评制度，先后完成科技项目 7项，
在各类竞赛中获表彰42次，累计培训人员近千人次。

技术创新的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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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飞
河南豫光金铅集
团工业自动化仪
器仪表与装置修
理工,技师

工友们说王飞有三个特点：爱刨根问底，爱记笔
记，总是精益求精。也是由于这些特点，让他在 29岁
时就获得中国技能大赛“中铝杯”第十届全国有色金属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仪器仪表工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

他先后主持和参与研发“铅还原炉集散控制系
统的研发与应用”等科技创新项目，《用于剥离阴极
板上的电沉积锌皮的剥离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一种改进型自动捞渣装置》等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他积极参与公司的修旧利废活动，共修废旧自动
化仪表、控制器 1621项，为企业节省 716万元。他参
与的马达保护器集中监控等科技项目，节约设备采
购费等 129.4 万元。他还多次在危机时刻完成抢修
任务，减少维修费用及生产损失 500万元以上。

为生产保驾的“仪表工匠”

陈问春
河南中原特钢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维修
钳工,高级技师

在对单位大大小小几十台设备的安装和维修工作
中，43岁的陈问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总结出一系列
先进的操作方法和技能，成为单位维修工段的骨干和
技能带头人，也成为有名的“钳工状元”。

在粗加车床静压轴承的修复中，他总结出“大力
切削法”。该方法的应用大大缩短了维修工期，提
高了维修效率，每年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益 100
余万元。

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陈问春紧紧围绕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扎实开展技术创新实
践。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取得创新成果 30余项,直接
或间接产生效益200余万元。他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
20余项，推广新操作法 1项，获得公司改良改善奖 10
余项，有效激发了工友们的创新创造热情。

不断探索的“钳工状元”

李立金
开源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兼设计部经理,高
级工程师

从1988年参加工作，李立金先后担任商城县环保
厂技术员、商城开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开源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等职务。岗位在变
化，但他对专业技术的钻研和探索始终没变。

立足生产第一线，他先后取得表面曝气机、砂水分
离器、转网除污机等35项专利产品。他研发的内进水
精密过滤器高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污水处理厂
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他还参与带式浓缩
脱水一体机等五项产品的国家标准起草，并通过生态
环境部审核发布。

在新农村建设中，他带领工程师研发了MBBR生
活污水处理一体化装置、DTRO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
等一批高新产品，并已投入市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用技术守护绿水青山

芦永军
河南豫中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工程师

芦永军在工作中主要从事钢铁、冶炼、铸造、新材
料 的 研 究 与 开 发 生 产 。 他 牵 头 修 改 磷 铁（YB/
T5036-2012）行 业 标 准 ，牵 头 制 定 硫 铁（YB/
T4551-2016）行业标准，多项研究开发通过省级科技
成果鉴定，多项创新达国内领先水平。

芦永军发明的低钛磷铁、硫铁应用于钢铁企业的
生产，替代了用磷矿、硫矿作为添加剂的历史，提高了
质量稳定性，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30%以上，并出口日
本、美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为企业创效3000万元。

他发明的铸造专用除渣剂代替稻草灰为铁水钢水除渣，
使国内铸件夹渣废品率进一步降低，为企业创效1200万
元。磷铜铸铁在电解铝行业为企业创效1000万元。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研发团队不断壮大，科研水平
不断提高。

靠科技“百炼成钢”

冯立雷
中建二局二公司中
原分公司项目技术
总监,高级工程师

冯立雷 2004年参加工作。针对本单位承接的驻
马店省道项目、地下综合管廊、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等
大型结构复杂的项目，他积极组织QC质量管理活动
小组和科技攻关小组，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难题。2017
年—2019年形成并申报获得国家级优秀成果6项，省
级QC成果42项，受到政府、甲方、监理一致认可。

近 3年，他带领创新工作室团队完成施工技术革
新成果 100余项。作为发明人完成使用新型专利 21
项，主编和参编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5项，完成省级工
法13项。

他主持申报并获得国家优质工程 3项，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1项。他参与并完成的
《巨型钢连廊计算机液压整体提升工法》等技术行业领
先，为行业同类型工程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时代的“鲁班”

岳长平
鄢陵县林业科学
研究所所长,高级
工程师

岳长平曾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爱动脑
筋、爱钻研，1997年，34岁的他得以进入鄢陵县林业
科学研究所工作。不放弃一切学习深造的机会，全身
心投入到林业新技术、新品种研究推广和科学技术普
及工作中，这位“土专家”一步步成为真正的林业专家。

他主持国家、省、市林业重点科技项目16个，建设
科技示范园 2000亩，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 36个。
他主持或参加培育“嫣红菊花桃”“嫣红早花桃”等植物
新品种、良种14个，发明专利4项，获得市级以上科技
成果5项，

在他的带领下，许昌市鄢陵县张桥镇西许村及周
边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果木繁育基地，据不完全统计，
2016年—2018年累计繁育良种苗木3亿株，直接经济
收入达6亿元。

地里“长”出的林业专家

韩素娜
河南仰韶酒业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一级品酒师、一级
酿酒师

1991年，不到 19岁的韩素娜进入白酒行业，便与
这项传统而醉人的事业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从分析检
测到酿造品评，再到酒体设计……她几乎把白酒生产
的各个环节都干了个遍。

2004年,勤奋好学的韩素娜成为仰韶酒业科研攻
关团队的主要骨干。十多年来，她和她的科研团队先
后研发出仰韶彩陶坊天时、地利、人和系列，仰韶彩陶
坊天时日、月、星系列等精品白酒50余种，产品深受消
费者青睐。其中，仰韶彩陶坊系列白酒被中国酒业协
会授予“2013年中国名酒典型酒”。

她还主持编写了陶香、酒头等 4项白酒标准，和
团队一起完成了多粮酒、芝麻香型酒、陶香型工艺
等多个科研项目，大幅度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市场转
化率。

朱建新
河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安阳
卷烟厂烟机修理
工,高级技师

本着对工作的执着追求，朱建新立足岗位、精益
求精，带领技术攻关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实
现一次又一次跨越，成为安烟制丝设备的“守护
神”。

参加工作 29年，他是业务精湛的“多面手”，也是
行业领域的“技术专家”。他先后创立“安阳卷烟厂制
丝部1+1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安阳卷烟厂青蓝智
创团队”创客平台，借助创新平台集聚动能、释放势能，
点燃了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先后获得“残烟处理机
二次剥离系统研制及应用”等省级科技创新成果7项，
地厅级科技创新成果奖13项，国家授权专利50项，为
企业节省资金近800万元。

他还不遗余力地带徒弟、传绝技，他的不少徒弟，
已经成为技师、高级技师。

杨光露
河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南阳
卷烟厂维修电工,
高级技师

自2001年进入河南中烟南阳卷烟厂，杨光露十几
年如一日扎根生产一线，从电工达人成长为“发明大
王”。

杨光露善于学习，也善于把新理念、新方法运用到
企业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中。他主持和参与
车间技术革新40余项，先后获得全国设备管理协会一
等奖、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奖项，累计为企
业节约资金 500多万元。他的 18项发明专利，116项
实用新型专利，为烟草制丝线装备技术提升和企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

他还牵头成立跨工种、跨专业的技术创新攻关小
组，在创新工作室开展“创新蓝海”等多项计划，倡导“精
一会二学三”，不仅破解了很多新成果研发中的壁垒问
题，还促进了技术团队的快速成长。

“酒中巾帼”的白酒缘 业务精湛的“多面手” 从电工达人到“发明大王”

王素花
开封市素花宋绣
工艺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

今年 83岁的王素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汴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
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1959年，她和汴绣厂 14名绣工，经过 200多天夜
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成功绣制出世界第一幅《清明上河
图》绣品。从那时起，她便手不离针、针不离绣。

1990年，退休后的王素花从 800元起家，注册成
立了素花宋绣艺术有限公司。2010年，为帮助残疾人
就业，她多方筹集资金100万元，成立专门方便残疾人
刺绣的开封市兄弟宋绣有限公司，先后举办四期残疾
人刺绣培训班，培训学员200多人。

从事汴绣艺术事业 60多年，她参与设计创作的
《韩熙载夜图》等一大批刺绣精品被国家博物馆和知名
收藏家收藏。她也被大家称为“汴绣皇后”。

83岁的“汴绣皇后”

杨云超
汝州市宣和坊汝瓷
有限公司董事长、
艺术总监,正高级工
艺美术师

“我的人生，因天青而感动，为汝窑而存在。”杨云
超说。

1983 年 9 月，杨云超进入临汝县（今汝州市）工
艺美术汝瓷厂工作。从学徒到技术员，再到设计室
主任……杨云超始终将“弘扬汝官窑精神，做精品汝
瓷”当成不变追求。

1986年，他参加汝窑天青釉和月白釉的研制并通过
国家和省级技术鉴定，填补了我国陶瓷史的空白。因贡
献突出，他被保送到郑州轻工业学院工艺美术系深造。

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杨云超的作品逐渐形成古朴
典雅、温和莹润的艺术风格。他的“虎头瓶”“宣和尊”等
作品获国内外大奖36项；汝瓷仿古十八件工艺、汝瓷粉
青釉亚光技术等获国家发明专利38项。公司产品广销
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还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只为那一抹天青色

赵留安
长垣西西餐饮有
限公司行政总厨,
高级技师

今年 5 月，在中国厨师大会河南省餐饮著名技
术流派认证发布会上，“赵派”等 14 个门派获得认
证。今年 71 岁的赵留安就是“赵派”的开山之人和
掌门宗师。

出生于河南长垣的赵留安，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学
习烹饪，先后得到多名大师悉心指导，对炸、溜、爆、
炒、扒、炖、蒸等烹饪技法样样精通，刀法细腻、尤善
用汤。他制作的“炸八块”享誉业界，“霜打馍”“炸春
卷”“锅贴豆腐”“凉拌鱿鱼片”被命名为“中国名菜”，广
受食客欢迎。他本人也成为国家级高级烹饪技师、全
国餐饮业一级评委、高级考评员，首批注册元老级中国
烹饪大师。

赵留安还十分注重技术交流，善于取长补短。60
年来带徒数百名，桃李满天下。

“舌尖上的豫菜名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