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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刘海旺 ，1974年11月出

生 ，1994年 7月 参 加 工 作 ，
2003年1月入党。现为北京北
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型
机床制造部附件头工部主
任带班员、高级技师。

荣誉：
先后获得“第14届中国

经济年度人物特别奖 ”“北
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市有
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等
荣誉，并荣获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 以刘海旺
名字命名的“海旺工作室”，
先后荣获“全国机械冶金建
材系统职工创新工作室”“全
国工人先锋号”和“市级创新
工作室”等荣誉。

绝活：
擅长高端数控机床核

心部件摆角头的安装和调
配；各类数控龙门镗铣床附
件铣头的维修，通过合理的
安调达到原厂出厂标准；实
现数控重型机床五坐标领
域的“中国制造”。

心中的工匠精神：
不忘责任初心 ， 坚守

制造精良。 在我看来工匠精
神不仅仅在工作中踏实肯
干， 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更
应该是富有责任、 担当、 胸
怀的高尚品质。

———记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新乐
□通讯员 张世永 白乐

“五目标”管理法保项目达标

———记全国技术能手、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刘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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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上帝手指”的机床能手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摆角头是高端数控机床的核
心部件， 形象地说它就像数控机
床的关节， 灵活自如地将所驱动
刀具发挥得淋漓尽致， 加工出最
光滑的表面、最柔和的曲线、最复
杂的形状等零件。而双摆角头，被
德国科堡公司称为 “上帝的手
指”，顾名思义，它是无所不能的。
它内部以特殊方式集纳了500多
个相互准确配合的零件， 安装精
度误差要求控制在10μm之内，相
当于头发丝的八分之一。

在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重型机床制造部车间内， 记者
见到了国内唯一可以调试 “上帝
之手” 的人， 他就是附件头工部
主任带班员刘海旺。

“偷学” 技艺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以前， 说起这个双摆角头
装配技术， 一直以来都是德国人
在把持， 技术垄断让国内机床制
造业发展总是受制于人。” 刘海
旺说， 为了提升技能， 公司曾派
他远赴德国科堡公司进行学习，
“但德方对一些核心技术保密 ，
在装配核心部件时坚持不让中方
人员参加， 根本得不到德国专家
的指导。”

“我都是 ‘偷学’ 的。” 刘海
旺告诉记者， 在德国学习期间，
他在机床保养等后续服务中与德
国专家加强交流， 而且比别人干
的更多， 干的更久， 一边干一边
观察。 在工作实践中， 刘海旺懂
得通过工人之间特有的 “语言”
———技术动作来进行交流学习。

“毕竟都是机床安装方面的
行家， 德国专家只要一个眼神，
我就能心领神会 。” 刘海旺说 ，
德国专家每一个细小的技术操
作， 他也会记在心里， 然后自己
认真琢磨。 短短半年的时间， 刘
海旺通过观察摸索受到启发学到
了关键技术。

掌握高超技术水平的刘海旺
获得了德国专家的认可和赞扬，
随之而来的是多家德企向他抛来
橄榄枝， 高薪聘请他。 可刘海旺
不为利益所动， 坚持把所学技术
带回国内。

“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母机，
是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基础，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 。”
刘海旺的心里有着浓浓的民族情
怀， 他渴望实现把中国制造打造
成中国创造， 于是， 回国后的刘
海旺继续默默扎根岗位一线， 为
国家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发展添砖
加瓦。

临危受命
成就产品 “免检荣耀”

2013年春节期间， 中国一家
船厂购买德国科堡的一个双摆角
头出现了故障， 致使这家船厂局
部停产。 “由于客户零件的制造
周期非常紧迫， 如果将摆角头送
回德国修理， 将会严重影响厂家

的交货周期， 且费用高昂。” 刘
海旺回忆， 这个双摆角头精度等
级高， 可以达到0.01毫米， 远远
高出国际标准0.04毫米。

临危受命， 这也是刘海旺第
一次实践在德国所学， “其实，
对于这些维修任务是有自信的。”
刘海旺放弃了春节假期， 加班加
点工作， 不仅在假期中顺利完成
抢修， 还经过了德国专家验收。
此后， 该造船厂的双摆角头维修
都落到了他身上。

“打破了德国的技术垄断 ，
也为企业争取到了更多的业务。”
如今， 刘海旺负责的重型机械式
双摆角头填补了五坐标重型机床
的空白， 突破了复杂重型大件加
工没有高精度、 高标准的困局，
是我国在生产超大型汽轮机、 水
轮机、 发电机、 船用推进器等重
要的国家基础。

现在， 刘海旺带领的团队生
产的附件铣头均是与德国标准要
求一致。 经过长期合作以及稳定
的产品质量， 刘海旺团队生产的

附件铣头品质上完全可以与德国
科堡公司相同， 实现了德方的免
检， “这是对技术的极大认可，
也是我们技术工人的一份荣耀。”
据统计， 在刘海旺团队的共同努
力下， 附件铣头最高年产150多
台份， 突破了前几年的总和， 当
年为企业创造利润1500万元。

工匠传承
技术与精神并重

刘海旺已经在北京北一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多年了， 他
同千百万普通技工一样， 技校毕
业进厂工作， 师傅教、 自己学，
不断提高技术本领， 并最终成为
企业乃至行业顶尖的技术人才。

“中国产业工人培养的重要
方式之一是 ‘师傅带徒弟’， 这
种经验和技术的传承方式有着书
本教育无法比拟的优点。” 刘海
旺说， 他自己的师傅不仅教授给
他技能技术， 更是把工匠精神烙
刻在他心里， 使他多年来一直坚
持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敬一行” 的岗位责任。

如今的刘海旺也已经为人
师， 对于技术推广从不吝啬， 他
热衷于解答工友们所提出的技术
难题， 更乐于分享自己的技术成
果 。 2015年 ， 刘海旺编写完成
《双摆角头的装配工艺》， 并供相
关岗位上的职工传阅， 让其他人
按照工艺手册也能把双摆角头装
好。 “我们现在进行双摆角头维
修工作一个人需要将近两个月时
间， 如果有更多的职工掌握维修
技术， 那么就可以直接提高工作
效率。” 刘海旺说。

“除了技能传承， 我们也重
视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刘
海旺坚信， 秉持制造初心， 坚守
制造精良的追求和信念， 始终在
工 作 岗 位 上 弘 扬 精 益 求 精 的
职 业 精神 ， 才是中国工匠的品
格和脊梁。

刘新乐， 是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18年来， 他历经北京北蜂窝
住宅综合楼、 新建铁道部调度指
挥中心等十多项急难险重工程的
挑战与考验， 从普通技术员、 技
术负责人到项目经理， 他始终身
临一线， 被评为第六届中国中铁
劳模。

2008年， 刘新乐负责铁道部
羊坊店住宅小区改造项目时，由
于要确保原小区居民在春节前回
迁入住，当时距过年只剩10个月。
他带领团队昼夜交叉作业， 高峰
时甚至开启全天候 “三班倒”模
式，严格把控每道工序，合理配置
人、机、料资源，仅用9个月就完成
了全部施工任务。

后来， 刘新乐又临危受命调
任铁道部调度指挥中心工程项目
经理。 该工程位于长安街上， 能

否如期落成， 涉及到铁路互联网
售票能不能顺利实施。 他带领项
目团队通过采用旋挖钻与成槽机
配合的 “三钻两抓” 成槽工艺，
不需爆破和振动冲击， 解决繁华
市区坚硬岩层的地连墙成槽难
题。结构施工中采用盖挖逆做法，
确保紧临老旧建筑物的安全，基
本做到零沉降， 工程圆满实现安
全质量和既定工期双达标。

在建好工程的同时， 他强化
项目管理、 抓好团队建设， 争取
最佳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刘新乐
在制度到位、 思想发动到位、 岗
位责任到位、 考核检查到位、 谈
心疏导到位的 “五到位” 管理法
的基础上， 逐年积累摸索出了项
目 “五目标 ” 管理法 ， 即以工
期 、 质量 、 安全文明 、 成本管
控、 科研创新五个具体目标的完
成来保证项目总体目标的实现。

无论负责哪个项目， 他都从
未放松对项目团队的建设。 定期
开办 “职工大讲堂”、 每周组织
“二·一” 活动、 农民工夜校， 针
对不同专业定期进行评比考核奖
罚。 凭借不懈努力， 许多出自他
项目的青年职工成长为部门主
管， 有两人还步入公司青年项目
经理的行列。 他的团队也先后获
得北京市结构长城杯、 北京市和
集团公司文明安全工地等荣誉。

2014年， 刘新乐调赴北京地
铁16号线土建施工28标合同段北
安河车辆段工程任项目经理。 该
项目占地面积500亩，仅钢结构的
用钢量就近乎国家体育场（鸟巢）
的两倍， 其建设规模相当于10个
地市级高铁站房。 项目启动时距
通车试运营有限工期却已不足18
个月，工程体量大、技术要求和安
全风险高、工期紧实属罕见。

16号线作为2016年北京市唯
一开通的地铁项目， 中铁电气化
局承建了房建、 土建和系统集成
项目， 一位建设单位的领导曾在
北安河车辆段现场说道：“16号线
能不能开通关键要看电气化局，
电气化局关键要看北安河。 ”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 刘新乐
组织项目工程技术人员认真研究
施工组织方案，采用网格化管理，
在安全、质量、进度、成本等方面
严格细化落实， 确保各项施工顺
利进行。据统计，仅2016年３月份，
该项目完成施工产值3.7亿元，刷
新了一个项目单月完成施工产值
新纪录。

如今， 望着已投入使用的北
安河车辆段， 他戴上安全帽， 沿
着外围场坪走了一圈又一圈。 他
始终铭记他是共产党员刘新乐，
是电气化人刘新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