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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陈曦 白莹 文/摄

企企业业如如何何激激活活
职职工工““微微创创新新””？？

说起职工创新，很多
人都会直接想到高精尖
的大项目，为企业创效增
收，甚至填补企业乃至行
业的技术空白。 其实，在
企业实际生产生活中，职
工的无数小改小革、微创
新， 也呈遍地开花之势，
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如何激活职工的
“微创新”，各家企业也各
有高招。

“微创新”解决大问题
实用才是硬道理

采访中， 北京市皮鞋厂工会
主席顾尚礼就曾说道： “虽说是
小改小革， 可有时候却能解决大
问题。”

顾尚礼介绍说， 就拿去年企
业服务保障部自制的小型地面修
复器来说 ， 实际投入费用仅50
元， 但却解决了长期困扰他们的
问题。 “我们厂院里的路面， 用
的时间长了， 难免有破损需要修
补。 但是因为面积小， 很难请到
外面的工程队来修。 去年， 服务
保障部门的领导想到了一个好方
法， 利用锅炉改造废弃的烟筒，
将里面装入水泥 ， 两侧加装轴
承， 自己再焊接一个受力架， 就
制作出了一个小型地面修复器，
再配合自制的铁夯， 一举解决了
局部路面的修补问题。”

近年来， 北京市皮鞋厂非常
重视普通职工参与的经济技术创
新以及小改小革等活动， 而且成
效显著。 2013年， 职工王庆生制
作辘轳解决了潜水泵人工下潜难
的问题。 2014年， 顾尚礼用塑料
门帘的下脚料封堵空调管空隙，
用 “小补丁” 解决了冬季漏风的
“大问题”。 2015年， 职工董西存
经过两天的检查、 实验和维修，
使生产线上一台已经被宣布 “作
废 ” 的关键设备 “起死回生 ”，
保证了车间生产的正常运行。 加
工车间职工万中华利用废料自己
焊接了一台小功率烤箱， 每年为
企业节约5000多元电费。

在首发集团安畅分公司路产
八大队， 党员巡视车组成员陈明
君被同事们笑称为 “一线发明
家”， 原因就是这位爱动脑筋的
一线职工常常通过小发明， 破解
工作中的重点难题。

在高速公路上违规设立非公
路标志的侵权行为屡见不鲜、 层
出不穷， 不仅严重影响了高速公
路 路 容 路 貌 ， 还 分 散 司 机 驾
驶 时 的注意力 ， 妨碍了高速公
路的通行安全， 给过往车辆带来
不小的安全隐患。 然而， 拆除非
公路标志需要专业队伍、 专业设
备和较高的成本， 对首发路产巡
视工作提出了不小的考验。 面对
这些问题， 陈明君暗下决心， 要
自行研制既省时又省力的拆 “非
标” 工具。

陈明君告诉记者， 每拆一次

“非标”， 就多积累一次经验， 他
认真观察各类非公路标志的安装
特点， 反复 “拆” “装”， 一次
又一次更换新版简易工具， 不断
尝试 、 不断改进 ， 历时一个多
月， 研发出一套简易高效的拆除
装置， 彻底解决高成本、 低效率
的问题， 可以快速拆除大部分的
非公路标志， 在分公司 “创新工
作法” 中获得一等奖， 得到广大
员工和分公司领导的一致好评。

面对 “非标”， 传统手动拆
除法， 需要2-3人协同操作， 并
需要梯子辅助。 手动拆除一颗螺
丝大约需要1分钟， 如果螺丝生
锈， 拆除时间更长， 甚至可能无
法拆除。

陈明君研发的拆除工具无需
架设梯子且易于携带， 工具箱内
配备的万能拆卸头， 可适配绝大
多数螺丝型号， 拆除一颗螺丝只
需要不到5秒， 拆除非公路标志
全程只需要2分钟左右， 针对铁
丝或者钢筋捆固定的非公路标
志， 还可使用砂盘进行切割， 解

决了路产人的 “心头大患”。

企业大力助推职工创新
小改小革都有奖

对于 “职工创新一小步， 促
进企业发展一大步” 的观念， 很
多企业都非常认同， 为了鼓励和
促进职工参与小改小革等创新活
动， 一些企业发布了职工创新工
作助推计划。

去年7月， 北汽股份工会就
出台了 《职工经济技术创新工作
助推计划》， 对职工创新项目和
职工创新发明进行双助推。 该计
划针对具有一定科技含量， 填补
某一技术领域空白， 对企业转型
升级、 技术革新等具有积极推动
作用的项目； 切实解决工艺技术
难题的项目； 具有较强的职工技
能培养功能 ， 能切实推动知识
型、 技术型、 创新型技术工人队
伍建设的项目， 给予20万元和10
万元两个档次的助推资金补贴支
持。 另外， 该计划还特别明确提

出了对职工发明 （专利） 的助推
资金奖励。 其中， 创新发明助推
侧重对第一发明人的奖励， 额度
为2000元。

在北京市皮鞋厂， 2011年实
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 就开
展了 “精细化管理” 和 “全员质
量管理年” 及 “争做岗位创新标
兵” 的活动。 2016年， 第二个五
年规划实施， 又开展了争做 “企
业模范员工” 及申报 “创新项目
奖” 的活动， 号召职工开展技术
创新 ， 管理创新 ， 岗位创新活
动， 彰显活动实效， 通过努力工
作解决现实中的难点， 以及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顾尚礼介绍 ， 他们将开展
“争做模范员工” 活动与经济技
术创新活动等进行了有机结合 ，
鼓励职工在实践中发掘小发明、
小创造、 小革新、 小设计， 提出
小建议， 推动技术革新， 节能改
造， 推动文明生产， 安全生产。

北京市皮鞋厂年度 “企业模
范员工” 和年度 “创新项目奖”
由企业党政工联席会审议并批
准。 经济技术创新集体或个人项
目的评选由工会及各分会主席推
选测评。 获奖后， 行政针对个人
奖励5000元， 针对项目组评选一
二三等奖 ， 一等奖奖励1万元 、
二等奖奖励6000元， 三等奖奖励
4000元。

创新工作室汇聚“头脑风暴”
创新成果实现效益最大化

除了个人的小发明、 小创造
和技术创新外， 企业里汇聚职工
“头脑风暴” 的地方莫过于职工
创新工作室。

在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的装配车间内， 以 “全国技术
能手” 获得者刘海旺名字命名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有着浓郁的学习
和创新氛围。 在一次次带领同事
攀登技术高峰的过程中， 刘海旺
毫不吝啬的技术推广， 让创新精
神在整个班组里延伸。 目前， 刘
海旺所在的附件头班组， 8名成
员中就有2名高级技师 、 4名技
师， 创新工作室也成为名副其实
的企业 “尖兵班组”。

“‘技术专家创新工作室 ’
的创建， 是充分发挥模范示范引
领作用， 继续深入开展好群众性
经济技术创新工程的重要抓手，
同时也是在新形势下弘扬工匠精
神的一个窗口。” 中铁六局丰桥
公司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7年， 中铁六局丰桥公司

平谷分公司 “技术专家创新工作
室” 正式揭牌。 该工作室由平谷
分公司常务副经理、 总工程师张
恩龙带头， 包含14名工程师以及
多名高级技师。

张恩龙自1986年参加工作以
来， 一直从事机械设计、 工艺设
计和技术管理工作， 曾在2009年
主持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全面
国产化。 在此过程中， 他和团队
成员开创性地开发、 研究了新技
术、 新材料、 新工艺、 新装备，
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企业因此获得国家财政部节能减
排政府补贴1300万元。

中铁六局丰桥公司工会负责
人说， “技术专家创新工作室”
的建立将对激发专家型职工的创
新活力、 补充完善企业科技创新
体系，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起
到促进作用。

中铁六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曾经培养出全国劳模赵秀
丽， 也建立了赵秀丽 “劳模创新
工作室”。 此次建立 “技术专家
创新工作室”， 既是对 “劳模创
新工作室” 的传承， 又是新一代
“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发展。 今
后， 企业行政将协助工会， 积极
创造条件， 让技术专家创新工作
室的发展与工匠精神、 企业的生
产经营以及企业未来的科研项目
紧密结合， 为企业创造更大经济
效益。

当然， 职工创新成果的转换
不仅仅局限在企业内部 ， 采访
中， 记者发现， 很多企业正着力
将可推广的创新项目， 复制或改
良复制给同类企业或行业， 让创
新成果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前不久， 京粮集团工会也刚
刚揭晓了2017年度职工经济技术
创新项目的评选结果， 在23家单
位的52个职工创新项目中， 评选
出了一、 二、 三等奖及优秀奖共
16个。 按照往年的管理， 京粮集
团工会在表彰创新成果的同时，
还将现场发布并分享经验， 活动
后， 通过网络共享成果， 各单位
围绕相同领域的项目开展了对照
成果找差距， 2017年度创新成果
的点评文章就多达43篇。

京粮集团工会副主席袁东波
介绍： “为加大对创新项目扶持
力度， 本年度划拨集团工会经费
30余万元， 支持基层创新工作室
建设， 及创新项目推进， 让适应
基层、 适合现场、 符合企业发展
要求的集知识性、 技能性、 创新
性于一体的创新项目， 在集团系
统广泛学习、 交流、 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