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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大大工工匠匠

名片：
郭岐顶 ，1981年 9月出

生，北京房山人，2001年参加
工作，是北京京煤化工有限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装配一
班机修钳工，高级技师，是京
煤化工天津雷管生产线项目
组成员。

荣誉：
2013年获全国百名最美

青工。 2007年、2012年、2014
年获北京青年岗位能手 。
2014年获北京优秀青年人
才。 2016年获北京市优秀共
产党员。 2017年获全国煤炭
青年五四奖章。

绝活：
手工打磨的工件能达

到镜面效果 ， 手工锉削精
度达0.01毫米。

心中的工匠精神：
认真 、 持之以恒地干

工作 ， 对工作要有一种锲
而不舍、 精益求精的态度，
要对自己较真儿 ， 严格要
求自己。

———记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帮办中心主任董宏莉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社保服务大厅有个“宏莉岗”

———记京煤化工技术研发中心机修钳工、高级技师郭岐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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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锉削精度0.01毫米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手工锉削精度0.01毫米， 仅
相当于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手工
打磨的工件， 可达到镜面效果。
这就是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技
术研发中心装配一班机修钳工、
高级技师郭岐顶。 工作17来， 他
一直是一名钳工， 却用精湛技艺
为公司创效， 在各级比赛中屡获
佳绩， 如今是公司首席技师。

锉上放装水的纸杯练精度

“这么多年， 我觉得最受益
的就是认真二字， 无论干什么事
情， 都需要认真。” 郭岐顶说。

郭岐顶是北京房山人 ，2001
年从技校毕业后进入京煤化工设
备开发公司机制班做机修钳工。

钳工 最 基 本 的 作 业 有 锉 、
锯 、 錾等 ， 作为刚进公司的新
人， 郭岐顶苦练基本功。 他每天
下班吃过晚饭就到车间里加班，
完成师傅交给的工作任务， 几乎
每天晚10时左右才离开车间。

为练好锉功，把平面锉平、直
线锉直， 郭岐顶就在锉上放一个
装满水的纸杯， 确保每一次锉都
成功，每一次锉都不会滴水。 “锉
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抖动， 一锉下
去不能有任何停顿， 讲究一气呵
成。一旦有抖动或停顿，精度就达
不到要求了。 ”郭岐顶说。

刚开始练习不久， 郭岐顶手
上就磨出了水泡、 血泡， 破裂后
十分疼痛 ， 他缠上布条继续练
习。 “等手上磨出茧子， 就好多
了。” 记者看到， 郭岐顶的手指
上长满茧子， 就连掌心也有。

虽然每天练完各种基本功就
很累了， 但他还坚持苦学理论，
手不离卷地捧着 《钳工工艺 》
《机械基础》 等各种书籍钻研。

有志者事竟成，几年下来，郭
岐顶的钳工实践和理论得到迅猛
提升，也练出了两样绝活，手工锉
削精度达到0.01毫米， 手工打磨
的工件可达到镜面效果。 郭岐顶

快速从新兵成长为技术尖兵。
在2005年京煤集团技术比赛

中， 郭岐顶首次亮相就获得第九
名。 2006年，他荣获京煤化工公司
“青年技术能手”称号。 2012年，郭
岐顶在市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机
修钳工冠军， 并被公司评为首席
技师。随后，郭岐顶又获得高级技
师称号。

在郭岐顶的带动下， 班组学
风高涨。业余时间学习的人多了，
业务技能提高了。几年来，他所在
的班组从没因为工作失误影响过
一线车间的正常生产， 保质保量
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 被评为
“北京市青年文明号”“京煤集团
先进集体”“京煤化工优秀班组”。

多项改革创新为企业创效

练成绝活后， 郭岐顶开始为
公司创效。 以前， 公司冲压模具
更多依赖进口， 外购一套设备就
要30万元。 于是。 郭岐顶开始自

己研制冲压模具， 用他能够加工
0.01毫米精度的手艺， 为公司制
作冲压模具， 一套设备成本仅6
万元， 一下子就节约了24万元。
郭岐顶还用精湛技艺制作成套设
备对外输出， 让设备成为公司新
的经济增长点。

有一年， 郭岐顶带队将设备
输出到贵州， 安装调试后， 发现
不能正常生产。 经过一天调试 ，
设备才正常运转， 这让郭岐顶领
悟到设备一定要在公司调试好再
输出 ， 否则现场加工条件不具
备， 一旦有故障不便处理。

还有一年， 郭岐顶带队将设
备输出到浙江后， 设备不能正常
把产品加工成型。 多次排查后，
郭岐顶想： “在公司调试好， 没
有任何问题。 会不会是温度的问
题 ？ 机器的运转温度应该保证
16℃以上。” 一测试才发现现场
温度最高10℃， 郭岐顶立即买了
两台可以加热的电暖器对着设备
加热， 设备一下子就正常了。

多年来， 郭岐顶先后参与改
进延期药生产线设备、 研发自动
分盒机、 药头自动焊接流水线和
电子雷管生产线配套设备等各种
生产线设备和元件， 累计为公司
创造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工作室成新人培训平台

2012年， 北京市郭岐顶钳工
首席技师工作室挂牌后， 郭岐顶
凭借这个平台， 带领团队成员攻
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郭岐顶还创出了近10项 “六
小成果”。 特别是电子雷管引火
元件检测机项目， 装配工序机器
人代替自然人， 实现雷管工序的
自动化生产， 填补了行业空白，
即提升了本质安全， 又为企业创
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同时， 他
把工作室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基
地， 通过导师带徒、 问题集中研
讨等方式， 手把手、 面对面地把
3名高级工培养成工人技师。

在研发中， 经常是0.01毫米
的误差就决定了一个成品和废品
的命运 。 在电子雷管研发实验
中， 最细的引信只有0.016毫米，
要穿在极细的针管里对其加工。
无论是电子雷管点焊机零部件加
工、 电子雷管用终冲模具改造与
调试 、 卡口卡中腰机器零件制
作、 雷管装填线零件加工、 导爆
管牵引机的制作， 还是公司放炮
场防爆箱夹子制作与安装， 郭岐
顶精益求精， 从实践入手， 思考
探索简化操作步骤， 使设备更易
操作，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我始终坚信一个信念 ： 只
要立足本职岗位， 踏踏实实做好
每项工作， 谁都能创大业、 出成
绩、 成栋梁。 技术工人在一般人
眼里是平凡而普通的， 但在我眼
中技术工人是伟大的， 很多人默
默耕耘， 无私奉献， 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 用青春和激情谱写无
怨无悔的诗篇。” 郭岐顶说。

“我们企业刚开户，今天过来
办理社保业务， 大厅里有专人引
导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理、 需要
什么材料、怎么填写表格等，非常
方便。 ”正在东城区社保服务大厅
里办业务的一位企业代表说。

11月2日，东城区人社局成立
北京首家社保帮办中心， 这也是
全市首家拥有独立社保帮办业务
的经办机构。 帮办中心主任董宏
莉介绍， 社保业务点多达2000多
个， 尤其是企业要办理的业务更
是纷繁复杂， 而该中心的设立就
是为办事群众提供引导、指导、咨
询、 自助四种服务， 让群众少跑
“冤枉路”。

前来办事的群众都知道，东
城社保中心服务大厅有个 “宏莉
岗”。该帮办中心也是利用董宏莉

和同事多年接待群众的经验，考
虑到经办人员的需求而设立。

董宏莉曾长期在登记科19号
窗口办理业务， 她精湛的业务能
力、敬业的工作态度、优质的服务
态度得到群众、同事的高度赞赏，
曾获得2013-2014年度“首都精神
文明建设奖”，2015年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最美人力
社保人”，2016年东城区优秀共产
党员。 为此中心特别设立了以她
名字命名的“宏莉岗”。 一位前来
办事的存档人员谈起 “宏莉岗”，
最大的感受就是政策解释到位、
办理贴心，能解决各科疑难问题，
业务能力、服务态度都值得称赞。

今年2月，一位齐先生来到东
城社保大厅， 快下班了他还在几
个窗口打转不知该怎么办， 时任

东城区社保登记科副科长的董宏
莉主动上前询问， 原来此人是名
无业者，想申请保障房，但其身份
证信息被占用， 无法提供准确的
社保信息。

尽管没有正式的业务申请，
在了解他的诉求之后， 董宏莉耐
心帮他查找、核实参保情况。通过
查找分析， 发现齐先生的身份证
号码在社保数据库中确实存在，
但是姓名为马某。 向主管领导汇
报并讨论帮助解决问题的途径与
方法后， 她主动与马某的参保单
位取得联系，请该单位核实信息、
协助解决。 由于马某长期在国外
工作，为方便与其联系，董宏莉手
机保持24小时待命， 避免因材料
不齐而延误办理时间。 在董宏莉
的帮助下， 齐先生终于在规定的

时间内集齐材料， 并顺利递交了
保障房的申请。 “其实我的工作不
复杂，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本领，就
是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多一
份责任和热情。 ”董宏莉说。

如今， 东城区社保服务大厅
月均接待量超过三万人次， 社保
业务项目繁杂， 加上社保知识比
较专业， 很多来办理的参保人都
“两眼一摸黑”。 “很多参保人带不
齐材料、找不对窗口等很常见，经
常要来回跑好几趟， 要耽误不少
时间。 ”董宏莉介绍，帮办中心成
立后，整合了目前的“综合柜员”
窗口功能， 在社保中心内拥有独
立窗口， 按首问责任制的工作原
则， 能有效指导群众社保业务的
办理。有了专门的窗口和服务区，
她和同事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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