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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恨活儿”的项目副经理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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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把守产品质量关的“万能刘”
———记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预处理车间主任刘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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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从最初的鲜奶车间捡袋工，
到质检员、 班组长， 再到车间主
任， 今年49岁的刘秀兰， 在三元
食品从事乳品加工工作已有28
年， 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三元乳品
事业的她， 用责任和担当， 一步
一个脚印， 走出了一条 “蓝领”
工人的成功之路。

从原料奶到生产输送
不放过每一个环节

刘秀兰现任北京三元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工业园） 公共预处
理车间主任， 公共预处理车间作
为整个乳品加工环节的源头， 对
产品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放进一车不合格原料奶， 那
么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批量产品事
故， 压在刘秀兰肩膀上的责任可
想而知。

正是肩负这份责任， 公共预
处理车间在刘秀兰的带领下连续
多年获得安全先进班组称号。 在
生产安全上， 她时刻警惕， 从原
料奶进厂过磅到取样验收到生产
输送她都参与其中， 细心观察，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参数值发生变
化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而班
组成员也早已习惯这些工作流
程， 生产前， 刘秀兰都要做好车
间各班组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工
作， 时时保证让员工具有安全意
识； 生产中她反复身临现场巡视
检查， 发现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及
时解决； 生产结束后， 她将发现
的问题进行汇总召开班会及时沟
通解决。

遇到天气变化时， 刘秀兰总
是第一个打电话提醒员工注意安
全的人。 在质量管理上， 她决不

允许工作上出现一点误差， 她经
常对车间员工说： “质量就是企
业的生命， 细节决定成败。”

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背后，
还有这个车间主任的默默付出和
担当。 班组成员反映， 自从来到
工业园 ， 刘主任每周只休息一
天， 8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车间磅房每天只有一人上
班， 到中午吃饭时需要过磅的奶
车就会堆积等待过磅员吃饭回来
才能够进行过磅，看见这种情况，
刘秀兰主动替磅房吃饭人员完成
工作，减少了奶车等待时间，这一
坚持就是五年。 车间只配备了一
名统计， 为保证车间统计可以回
家探亲时不耽误工作， 刘秀兰主
动学习ERP和MES系统， 保证在

统计回家时顺利进行账目处理。
而在统计回家的这段日子里，刘
秀兰的工作状态就是连续20几天
都在上班，这一坚持又是八年。当
有人问她累不累的时候， 她只是
笑笑说：“我是车间主任， 就要比
别人付出更多一点”。

节能降耗保生产
提出小改小革60余项

自公共预处理车间正式投产
之后， 刘秀兰提出小改小革改造
65项之多。 例如， 车间软化水的
吨耗始终居高不下， 在2015年初
时还维持在0.9左右的吨耗 ， 刘
秀兰为了降低软水损耗， 组织车
间维保对巴氏分离机冷却水系统

进行改造 ， 将冷却水回收再利
用， 每天节约用水30吨左右， 使
车间软化水的吨耗由0.9降至0.7，
同时也给污水处理减轻了压力。
类似改造还有很多， 截至目前，
通过她的建议改造使车间每天节
约用电290度 、 软水98.5吨 、 蒸
汽3吨。

她的上级领导说过， 在别人
眼中微不足道的事儿 ， 可是在
刘 秀 兰 眼 中 就 是 一 笔 财 富 ，
她 用 实 际 行 动 阐 述 了 什 么 叫
做 从 点 滴 做 起 。 工 业 园 这 八
年当中预处理车间大大小小的改
造很多次， 节约的成本金额已达
到上百万元， 取得这样的成绩离
不开刘秀兰日常巡视车间时的仔
细观察， 用心思考。

2013年 ， 由于党建工作需
要， 由公共预处理车间、 特需车
间、 酸奶车间三个部门合并组建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业
园综合一党支部， 刘秀兰被推选
成为支部书记。 在忙自身业务的
同时， 她认真传达、 贯彻上级党
委的指示， 积极学习党务工作知
识 ， 制定支部工作计划 ， 并检
查、 总结党支部工作计划、 决议
的执行情况， 按时向上级党委报
告工作 。 她带领支部党员坚持
“三会一课” 制度， 开展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 还经常利用班后时
间深入群众一线， 听取群众心声
找员工谈心， 做好群众思想教育
工作， 帮助员工解决困难。 支部
党建工作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各类技能比赛屡获冠军
大家笑称她是“万能刘”

三元食品成立大兴瀛海工业

园的8年时间里， 刘秀兰凭借自
身的努力先后获得了2018年首农
食品集团 “巾帼标兵”、 2016年
首农食品集团 “最美首农人 ”、
三元食品 “最美三元人”、 优秀
党 员 、 优 秀 中 层 干 部 等 荣 誉
称号， 在她的带领下公共预处理
车间连续多年获得安全先进班组
称号， 2018年获得首农集团 “红
旗班组” 称号， 这些荣誉称号是
对她工作上的肯定， 她把这些荣
誉当作是努力工作的动力， 实实
在在工作， 认认真真办事， 她用
自己的工作热情感染着身边每一
个人。

这些年来 ， 刘秀兰还积极
参与公司、 工业园、 瀛海镇举办
的各类活动， 无论是体能活动还
是智力竞猜她都能够取得优异的
成绩。

2017年， 刘秀兰在大兴区举
办的食品药品知识竞赛活动中取
得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第一名，
在全国食品安全法律知识竞赛活
动中， 刘秀兰代表大兴区参加北
京市选拔赛取得第一名， 后代表
北京市参加全国食品安全法律知
识竞赛， 取得半决赛第一赛区团
体第三名。

2016年， 北京市举办第四届
职业技能大赛， 在乳品预处理工
的比赛中 ， 经过笔试 、 实操考
核， 刘秀兰荣获技能大赛预处理
工第一名； 她还多次代表三元食
品参加大兴瀛海镇、 首农集团举
办的 “安康杯” 安全知识竞答比
赛活动， 只要有她参加就会获得
冠军 ， 大家都笑称她是 “万能
刘”， 她笑说 “一件事情只要认
真用心做就一定能成功”， 她也
正用实际行动验证着这句话。

对工作一丝不苟， 对团队倾
情付出， 对同事细致入微， 对生
活乐观向上， 这都是大家对他的
评价。 他， 就是住总集团金第公
司怀柔梦想山项目副经理孙江。
2019年7月， 他被评选为 “金第
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2018年 5月 ， 孙江一入职 ，
就被公司温馨向上的企业文化，
项目部团结、 进取的工作氛围所
吸引， 很快便融入了金第公司大
家庭。 在工作期间， 他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主动承担急难险
重任务， 不等不靠， 受到同事们
的一致认可。

为早日取得0023地块的规划
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 孙江积
极配合前期工作， 多次奔波于
政府、 设计院、 各委办局以及怀
柔项目办公地。 由于委办局审批
领 导 工 作 忙 没 有 时 间 ， 他 常
常 是 主动出击 ， 守在办公室门
口， 抓住领导上下班时间推进报
件工作。

设计院在深化图纸过程有许
多问题需要甲方解决， 孙江主动
向老同事了解情况， 并一遍又一
遍查找研究前期资料， 推进解决
多项问题， 为图纸设计深化铺平
道路。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2018年9月30日，0023地块顺利开
工， 之前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
的“930开工”目标终于实现了。

2018年 10月 ， 根据公司安
排， 孙江正式全面负责怀柔项目
前期规划工作， 同时， 公司安排
陈佳、 赵雪梅两位同事协助他推
进前期工作。 由于这两名同事以
往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前期方面的
工作， 刚开始工作起来不是特别
顺利。 孙江结合自身工作经验，
耐心细致地对他们进行指导、 帮
助， 将自己的 “工作法宝” 尽数
交底。 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和指
导， 两名同事渐入佳境， 逐渐喜
欢上了前期工作， 大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

在孙江的带领下， 前期部竭

尽全力推进0023地块因产业调整
而二次报规的相关工作， 终于在
2019年3月14日取得了新的规划
许可证， 4月29日取得新的施工
图综合外审合格书， 5月16日正
式取得了新的施工许可证， 大大
推动了怀柔项目整体预期目标的
完成。

怀柔梦想山项目是金第公司
第一个影视文化产业项目， 同时
也是住总集团和怀柔区的重点项
目。 按照集团公司要求， 0020地
块要在2019年下半年开工。

孙江深深懂得项目对金第公
司发展的重要性， 也深刻明白前
期工作是项目发展的关键， 从一
开始便马不停蹄地推进0020地块
的报件准备工作。 他带领团队频
繁与怀柔区相关委办局、 文促中
心 、 设计院等相关单位沟通交
流， 督促指导设计院解决地块在
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家
住海淀， 他每天乘坐班车往返项
目和公司， 经常是一路上一遍又

一遍地打着电话推进工作。 经过
一段时间的努力， 0020地块报件
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朝
着预期目标顺利开展。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前
期工作是项目发展的龙头， 作为
一名中共党员， 孙江时刻牢记自
己的政治身份， 带头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在入职住总金第一年多的时
间里 ， 孙江身先士卒 、 勇于担
当、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在他
身上， 大家看到了住总人 “为生
民安其居， 为建设立伟业” 的使
命情怀， 看到了怀柔项目团结向
上、 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他常
常讲 ， “我是一个 ‘急性子 '，
我特别 ‘恨活儿’， 当天的事情
就应该当天完成， 成绩都是干出
来的！” 问到感受， 他的回答简
单又朴实： “能够来到金第公司
是我的荣幸， 梦想山项目是我圆
梦的地方， 我将一如既往以最高
效率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