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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洛耐的前身洛阳耐火材
料厂成立于 1958 年，是新中国耐
火材料工业的摇篮。目前企业碳
化硅基耐火材料产量居世界第一，
国 际 电 解 铝 行 业 市 场 占 有 率 在
40%以上。

2014—2016 年 ，中 钢 洛 耐 由
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原因陷入困
境，连续三年亏损。面对生死考
验，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淘汰落
后产能 8 万吨，大力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明显
增强，顺利实现扭亏为盈。

中钢洛耐的浴火重生，秘籍在
于发挥党建牵引力、增强产业工人
队伍先进性，使企业固根强魂、聚
力振兴。我们坚持党建与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生产一线哪里有硬骨
头要啃，哪里就有党旗飘扬，768名

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引领 18 个车
间、102 个班组的职工汇聚起共推
企业发展的强大正能量；生产经营
中哪里出现难题，共产党员就往哪
里冲锋，近三年各级党组织共开展
义务劳动 1027 次、实施党员立项
攻关项目 132 个，其中无铬耐火材
料等 7 个项目成果转化实现千万
元销售收入；全国建材工匠朱建敏
团队研发的焦炉节能环保技术填
补国内空白，在完成意大利保沃斯
公司生产合同中，首创双斜插孔制
品成型方法，超越欧盟同等产品技
术水平。

中钢洛耐高度重视工会工作，
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
工劳动热情、拓展建功立业平台。
我们坚持“洛耐工匠、首席员工、岗
位带头人、生产骨干”四级晋升通
道的技能人才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模式，3 名职工当选河洛工匠。近
三年，由一线高技能人才主导的职
工创新项目 92项，创效 2122万元；
完 成 新 产 品 新 技 术 开 发 项 目 34
项，授权专利 25 项，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 20.8 亿元。

红色基因是国有企业的独特
优势，也是激励我们加快发展的力
量源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们
持续深化“继承优良传统、坚定理
想信念”的“信念的力量”大讨论，
进一步激发全体职工为建设世界
一流耐火材料企业努力奋斗的决
心和热情。我们将坚守初心使命、
发挥国企担当，在建设制造业强省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书写出彩答卷。

坚持党建引领 汇聚职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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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字当头把好质量关

每年，评选河南省五一劳动奖和
河南省工人先锋号都是河南省总工会
工作的一项“重头戏”。由于其评选结
果具有重要的激励意义和示范价值，
因此备受社会关注。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视察河南重要讲话
精神，团结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爱岗敬
业、争创一流，2月 25 日，省总工会办
公室专门下发《关于推荐评选 2021年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和河南省工人先锋
号的通知》，对全省评选表彰工作进行
周密安排部署。

“推荐评选河南省五一劳动奖和
河南省工人先锋号必须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推荐程序，严明工
作纪律，自觉接受监督，保证评选质量，
取得积极效果。”《通知》明确要求，本次
评选工作坚持“严”字当头，严把名额比
例关、评选标准关和评选质量关。

一场自下而上、优中选优的“海
选”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3月 10日前
报送初审材料；3月 25 日前报送复审
材料；4月 7日前，省总劳动和经济工
作部集中力量进行初审，提出提名建
议名单；4 月 19 日起，对拟表彰人选
（集体）予以公示，听取群众意见，广泛
接受社会监督。

“评审工作从严从紧，宁缺毋滥。
评选中，我们重点把好程序关、事迹
关、人选质量关、基础荣誉关、结构比
例关。”据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评审过程中，他们多次向机关纪
委和驻省总机关纪检监察组汇报，完
善评选规则，专门召开评选表彰专题
会议重申各项纪律规定。按照中华全
国总工会及河南省总工会党组要求，
巩固“全省工会评选表彰规范年”成
果，通过“百度”“启信宝”“天眼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法院执行

网”等平台进行细致审查，就存疑信息
逐一进行反馈核实；对不按比例结构
上报、基础荣誉欠缺、存在“一票否决”
事项的候选对象予以退回。

“除综合表彰外，此次评选中，还
有 144名职工是通过技能竞赛受到表
彰的，他们都是在 2020年度省总工会
组织开展的省级二类工种职工技能竞
赛以及全国职工技能大赛河南选拔赛
中获得第一名且符合评选条件的职工
选手。”据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其余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均由省总
工会下达分配名额，由各级工会通过
层层择优遴选、民主推荐、履行审核公

示等程序后产生。
真金不怕火炼，一道道严关、一层

层筛选，让此次表彰更具“含金量”。这
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以强烈
的责任担当、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
拼搏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
凡的业绩，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
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良
好风尚，展示了劳动者的时代风采，彰
显了中原儿女的精神风貌。

一线劳动者“领跑”光荣榜

30 多年甘守平淡、从一名普通车

工成长为武器装备关键技能带头人的
平原光电工人李宝生，52项技术成果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发明达人”、濮
阳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无人机智能
巡检操作员盛从兵，扎根一线 31年的

“蓝领专家”、获评中石化“催化重整
装置操作工技能大师”的中石化洛阳
分公司首席技师郭建波，26年坚守黄
河滩区乡村教学一线的濮阳县渠村
乡第一中学教师郑结明，奋战在脱贫
攻坚最前沿的驻村第一书记周传武、
贾巍……在今年的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表彰名单中，来自基层一线的普通劳
动者（集体）占了大多数。

“评选表彰坚持面向基层、面向
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技能竞赛
专项表彰的 144 名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均为一线职工，他们都是身
怀绝技的工匠人才。”“综合表彰的
200 名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线
职工占 75%（规定不低于 55%），其中
产业工人占 51%（规定不低于 35%）；
科教人员占 20.5%；农民工占 15%。
各项结构比例均优于文件规定。”闪
亮的名单里，体现出本次评选表彰让
基层劳动者“当主力”“唱主角”的鲜
明导向。

劳动最核心的底蕴，是实干、奋
斗。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任何一
个劳动者都值得尊重。这次受到表彰
的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分布在工
业、建筑、交通、财贸、金融、电力及科
教文卫体等各条战线，涉及先进制造
业、优势传统产业及现代畜牧业和食
品加工业等各个领域，集中体现了获
奖人员的广泛性、代表性。

先进性也是本次获奖人员的一个
重要特征。此次综合表彰的五一劳动
奖的候选对象均有省辖市级五一劳动
奖及以上荣誉，他们中有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人员 3名、中原大工匠 4名、
省辖市及省行业大工匠 11名，省社会
扶贫先进个人、市级脱贫攻坚奖 1名，
14 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30 项，3 人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79 项，5人获得市
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28项。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
者。”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
征程的起步之年，既赋予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更加宽广的舞台和更加
光荣的任务，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全省广大职工群众将以此次受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为榜样，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倍加珍惜难得机遇，切实担负时代
重任，在中原更加出彩的生动实践中
不懈奋斗。

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幸福 奋斗铸就伟大奋斗铸就伟大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诞生记

实干的身影是最高大的身

影，奋斗的姿态是最美丽的姿

态。

4月 29日上午，2021 年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河南省

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河南工

会大厦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

获得者、河南省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和河南省工人先锋号获奖集

体代表齐聚一堂，接受属于劳动

者的崇高荣誉。

这一刻，礼堂内熠熠生辉、

“星光”灿烂——

“授予344名同志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授予 65个单位河

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授予 145个

集体河南省工人先锋号……”

大会宣读省总工会的表彰

决定后，获奖代表们在激昂的旋

律中走上主席台，接过沉甸甸的

奖章、证书和奖牌。一个个闪亮

的名字、一块块耀眼的胸章，见

证着全省劳动者勇攀高峰的坚

定志向和坚韧品格，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他们，是全省千万劳动者中

的杰出代表；他们，立足平凡岗

位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书写了

不平凡的故事；他们，用实干和

奋斗，唱响了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时代乐章。

2021年获奖代表发言摘要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

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制造二部中

国兵器关键技能带头人 李宝生

1985 年，我进入平原光电有限
公司，下定了“技能建功、产业报
国”的决心。30 多年来，我从一名
普通的车工成长为中国兵器关键
技能带头人，荣获河南军工大工
匠，河南省及中国国防工业、中国
兵器工业技术能手等荣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
多企业停工停产，之前公司收到某
重点武器装备核心部件光电探测
器组件的紧急加工任务，首批产品
交付期限临近，我主动请缨并组成
攻关团队，逆向而行、攻坚“逆战”。

光电探测器组件是确保装备
实现精准打击的关键器件，外壳壁
厚仅 0.1mm，相当于一根头发丝，
它与连接套筒外径的同轴度误差
须控制在 0.02mm 以内。面对挑
战，我查阅资料、分析论证和电脑

仿真模拟，尝试光电图像法，创造
性地设计柔性调整工装。最终，光
电 探 测 器 组 件 同 轴 度 均 在
0.005mm 至 0.01mm 之间，远超设
计要求。

有 人 说 我 是“ 千 里 眼 、顺 风
耳”，即使再复杂的机械故障，只要
一听、一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
哪里，这与我多年来的刻苦学习匠
心打磨是分不开的。经过钻研，我
突破了行业内公认只有五轴才能
加工“大型曲面超薄斜壳体”的壁
垒，设计出“非对称框架回转体”可
调夹具，探索出“薄壁零件减震操
作法”和“线性膨胀插补法”，推广
运用到整个兵器行业；我设计了 40
多个品种特殊专用刀具，总结出淬
火模具的车削加工工艺与参数；我
改进研制的加工变位锥齿刀具，一
举打破国外长期垄断，耐用度同比
提高 3倍以上。

百花齐放春满园。如今，“李
宝生创新工作室”已跻身省级示范
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我把更多
精力用于师带徒、匠带兵，为年轻
工人成长成才打造平台、提供帮
助。近年来，工作室团队围绕科研
生产提出并实施创新项目 65 项，
实现创效 500 余万元，获国家专利
4项、省部级创新成果奖 9项，培养
出全国及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3
人、省技术能手 4 名，一大批青年
职工成为科研生产的中坚力量。
作为一名生产一线的劳模工匠，我
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在产业报国
道路上阔步向前。

匠心向党 劳动筑梦 产业报国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新乡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

长 王书玉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种
子,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我
从事科研工作 36 年，所有的坚守
只为一粒“种”，让农民吃饱、让土
地生金、让粮仓丰盈，就是我的初
心和梦想。

1985 年，我从河南农业大学毕
业，来到新乡农科院，成为一名育
种科研人员。水稻育种既是脑力
活，更是体力活。我几乎每天都光
着脚在稻田里工作，一干就是一整
天，蚊子叮、蚂蟥咬是家常便饭。
由于常年泡在凉水里，我落下了天
一冷腿就疼的病根。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刻苦攻关，1995 年我们
育成了河南省第一个国审粳稻品
种豫粳 6号，该品种在 1995—2007

年期间一直是沿黄稻区、鲁中南稻
区的当家品种, 占该区水稻总面
积的 80%以上。

为了让中国饭碗装满更多优
质中国粮，我和团队所有科研人员
沐雨栉风、全力以赴，先后培育豫
粳 6号、新稻 18号等国审水稻品种
9 个，新稻 22 号、新粳优 1 号等省
审水稻品种 7 个，创造了我省第一
个 自 育 超 级 稻 品 种 —— 新 稻 18
号，第一个沿黄纯自育杂交粳稻品
种——新粳优 1 号。其中新稻 18
号填补了河南自育超级稻品种的
空白，为目前我国黄淮稻区主导品
种。我主持培育的水稻品种在河
南、山东等地累计推广 8700 多万
亩，总增产稻谷约 44 亿公斤，新增
社会经济效益 120 多亿元；为了让
水稻种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我探索出沿黄稻区“稻鳅、稻蟹”混
合种养方式，稻鳅共作实现每亩增
收 1780元。

工作 30余年，我最开心的是两
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
能够天天待在地里、辛勤耕种和收
获；二是把更多的农民都变成了

“我”——帮助他们学会了科学种
田、发展高效农业。我的手机里面
存有 400 多个农民朋友的手机号，
无论是谁，只要给我打电话，我都
会耐心解答，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我
将在水稻科研的道路上风雨兼程，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为中原大地仓
满廪实不懈努力、奋勇向前。

36年坚守只为一粒“种”

□王绿扬

2021年河南省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代表获奖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