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 丁当 美编 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B04 文明新风

在位于南海桂城的保利星座

物业服务中心，一位身穿蓝色制服

的师傅忙碌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小

区里。他是保利（佛山）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下称“保利（佛山）物业”）

工程部主管韦明貌，是业主们口中

的“明星维修师傅”。

善于思考 为业主省开支
2003年，年仅18岁的韦明

貌开始接触电工工作。刚开始，只

有电子电器中专学历的他几乎不

敢动手，就边观摩老师傅修理边学

习，后来又去学校恶补元器件工作

原理等理论知识，并取得大专学

历。2012年，韦明貌入职保利

（佛山）物业，在保利星座花园物业

服务中心负责工程部维修工作，已

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他仍不忘学习，

他说：“跟老师傅‘偷师学艺’可以

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那

几年，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战技

能，韦明貌都得到迅速成长。

2015年，韦明貌和同事一起

探讨并提出将小区楼梯间的环形

灯管改造为LED灯，并将原来声

控装置改为人体感应开关，一改原

来灯管寿命短、维修复杂的问题，使

得日常维修的工作量大大减轻，达

到节能降耗的效果，更为业主节省

了一半的电费，得到业主的好评。

想业主所想 获业主点赞
一个物业的运作，设备设施突

发故障是常有的事，而对于韦明貌

来说，深夜回小区抢修已经是“家

常便饭”了，他笑言：“就算凌晨3、
4点也要第一时间赶回来的。”

韦明貌回忆道，2013年的一

个晚上，小区的供水管道发生爆

裂，当时已是11点多，接到通知

后他赶到现场检查，发现爆裂的

管道需要更换，由于管径大又缺

乏工具，短时间内无法更换，为了

减少对小区正常供水的影响，他

提出用热熔补裂口加抱箍的临时

维修方案，并带领工程部同事一

起经过6个小时抢修，终于把裂

口补好并恢复供水。“问题解决

了，业主影响减少了，心情也跟着

舒畅了。”

作为物业人，韦明貌总是想业

主所想，与业主交朋友，积极帮助

业主排忧解难，好多业主家里电器

有故障，第一时间都想到找物业的

“韦师傅”。“既然做这一行，就要全

心全意做好它。”8年里，韦明貌兢

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自入职以来

四次获得公司“优秀员工”称号，今

年，他更被评为“南海区先进工作

者”；此外，他还带领团队代表公司

参加各个电工技能竞赛，赢得了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

手”“广东省技术能手”等多个国家

级和省级技能大奖。

劳动模范是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是最美的劳动者。时隔8年，南海区重启劳动模范、
先进劳动者和先进集体评选活动，选树一批先进典型，为再造高质量发展新南海凝聚磅礴
力量。五一前，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劳动模范、先进劳动者和先进集体名单公布，60名个
人和30个集体获表彰。其中，有2名劳动模范、5名先进劳动者、3个先进集体来自桂城。

本期，让我们一起聆听先进劳动者韦明貌、先进集体广东吉熙安等故事，学习劳模精
神，激励自己前进。

在桂城，有这么一家企业专

业研究开发和生产销售中高压

电力电缆附件、分接箱、对接箱

和相关配电成套设备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开发的产品和技

术均走在行业前沿，那就是广

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熙安”），被认定

为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是广东省高压电缆附件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的依托单位，

技术、质量、品牌等方面都是行

业的翘楚。

不断创新 引领行业进步
创始于1987年的吉熙安

专注电力电缆附件30多年，有

40多项产品获国家火炬计划和

国家重点新产品等国家省部级

荣誉。吉熙安通过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和人才培育等方面促进

企业创新发展，引领行业进步。

今年，吉熙安获评2020年南海

区先进集体单位。

近年吉熙安不断创新，开发

的产品和技术均走在行业前

沿。例如凭着对行业的敏锐和

专业，吉熙安在行业内率先提出

并研发成功25kV机车用电缆

附件，创造性解决了电力机车对

附件的技术难题，可替代进口，

属于国内首创，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并安装国内三大机车厂

在全国各地安全运行80多万公

里，促进我国高铁核心零部件的

国产化进程，得到铁路部门的高

度评价。

如今，吉熙安产品应用于国

家重点项目以及国网、南网项

目，包括青藏铁路、武广高铁、京

沪高铁、哈大高铁、兰新高铁等，

及广东本土的广珠专线、广佛地

铁、深圳地铁等，还承担起北京

大兴（新）机场、北京世园会、北

京航天城、上海飞机制造公司、

上海迪士尼等。

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企业
企业得以不断壮大和高质

量发展，这源于人才和资本的源

源不断注入，也源于企业本身对

员工的“体贴”，使得员工乐于在

此工作、生活。

吉熙安设有党支部和工会，

密切联系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调动职工积极性，推动公司

各项工作的发展。

此外，吉熙安在经营过程中

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

向社会诠释责任感。在教育助

学、扶贫攻坚、赈灾救灾等方面不

遗余力地履行社会责任，从2008
年起获得各级政府部门授予“热心

公益事业先进单位”“热心公益突

出贡献奖”“爱心企业”“桂城慈善

奖”“南海慈善奖”等荣誉。

“吉熙安将继续回馈社会，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

善。”广东吉熙安电缆附件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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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柯

雪兵坚持的工作态度，也是凭借这

个理念，他从学徒成长为组长，在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下称

“星联精密公司”）一做就是 13
年。这些年，经他手操作生产出来

的模具和零件已不计其数。

融入团队 做好管理者
从2003年起，柯雪兵先后做

过焊工、模具工、质检员和数据冲

床操作工，在他看来，这些岗位的

经验，正是他日后工作的基础和铺

垫。2007年，柯雪兵加入位于桂

城三山的星联精密公司，从事生产

车间钳工工作。

2015年，柯雪兵被提拔为公

司CNC（计算机数控技术）岗位组

长，当时，该组别面临产能低、质量

差、管理不规范、人员流失大等问

题，一度让柯雪兵陷入困境。面对

困难，柯雪兵勇于探索，对业务流

程、岗位责任制进行重整，挖掘每

个员工的能力，经常鼓励他们。

经过6个月的努力，柯雪兵带

领的组别加工工作效率同比增长

250%以上、加工质量不断提升，

得到同事们的认可。

突破“瓶颈”提升经济效益
近年来，柯雪兵带领团队不

断创新，参与公司多项研发项目，

不仅提升生产产能，还为公司节约

上百万元经济成本。其中令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2017年参与的“瓶

坯模模板工艺革新”项目。

之前，部分模具生产还使用

传统设备加工，工序繁杂，加工时

间长，让柯雪兵开始思考如何提升

效率的问题。他开始和团队成员

提出多种方案，经常加班研究方案

实施的可能性。最终，他带领团队

成功突破生产效率低的“瓶颈”，充

分利用数控设备，将多项工序集约

一起进行，避免转序和加工的等待

时间，降低机床损耗和员工劳动强

度、提高产品外观和整体质量，使

加工效率提升250%以上，产能产

值提升100%-150%，节约40多
万元的经济成本，该项目还获得公

司“技术创新一等奖”。

凭借着在工作岗位上追求卓

越的精神，2019年，柯雪兵被评

为桂城街道“十佳劳动者”；今年五

一前，他更是获得“南海区先进劳

动者”的荣誉。但是，众多荣誉没

有让柯雪兵停下前行的脚步。他

说：“行业的技术更新非常迅速，之

后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

自己的能力，跟上大数据时代的发

展节奏，对产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

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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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立以来，通过研发，

取得284项专利，连续两年获

得中国专利优秀奖；上个月，获

评 2020 年南海区先进集体

……近年来，作为广东星联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下称“星联精

密”）的技术担当，广东省PET
（聚酯）容器成型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团队（下称“PET研发

团队”）通过“一模144腔注坯

模具”等多项研发，为公司创造

了经济效益，更实现了国内吹瓶

模具行业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PET瓶轻量化实现突破
PET研发团队主要负责公

司容器成型工程的产品设计、研

发、制造和检测等工作，约70个
成员分别负责研发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

2015年，该团队立项“大型

群腔精密注胚模具”，团队成员开

始对PET包装瓶进行轻量化研

究。但是瓶子质量变轻，可能会

导致瓶子变脆，没有足够的抗压

能力等问题，让团队一度陷入困

境，当时，团队设计了数十个方

案，经过多次推断、实验、检测，最

终将 PET 瓶由 18 克降低至

11.8克，成为当时全球工业化大

批量生产最轻克重的PET瓶。

“没有一本教科书会教我们

如何去做，技术研发就是一个不

断试错的过程。”该团队主任卢

佳说。该项技术的成功研发，大

大节省了原材料的使用，并且为

客户节约经济成本。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过去，因大产能模具由国外

供应商垄断，价格高企，扼住了

企业提高产能的“咽喉”，PET研
发团队决定要在技术方面进行

突破。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实验，

终于在全国首创开发出7~13秒
内可以生产144个制品的“144

腔注坯模具”，在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的同时，还迅速在国内市场

占据一席之地，该产品在2013

年还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PET研发团队成立以来，

已在“一模72腔注坯模具”“一

模96腔注坯模具”等取得多项

技术突破，并依靠过硬的技术，

一直处于PET吹瓶模具行业前

沿，使公司的吹瓶模具在中国高

端包装市场占有率为50%，注

坯模具在中国高端包装市场占

有率为35%，其中占某大型国

际饮料品牌公司国内吹瓶模具

需求量90%以上。

凭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

理念，该团队涌现出如“大城工

匠”董书生、26项专利发明人梁

炎均等一批技术能手。近年来，

团队还参与了8项国家标准的

制定，此外，取得专利284项，

其中累计获得授权2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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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明貌韦明貌。。

■■柯雪兵柯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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