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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在政协工作
中，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被
列为重点工作之一，政协委
员们还就中央山公园及大
南山城市森林公园开发建
设作为两山整体开发的着
力点，开展专题调研。

加强建设 聚力有作为
思想理论建设是政协

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和核
心。区政协充分运用中心
组学习会、政协主席会议、
常委会议、专题报告会、人
民政协理论研讨会等各种
形式，致力于将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政协
工作统筹结合，在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
上，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转化为做好政协工作的新
思路、新举措、新行动。

知之愈深，信之愈笃，
行之愈实。一年来，政协制
订、出台、修缮了一系列工
作制度，并形成体系，为政
协工作开展奠定基础。闭
会期间，常委会和各专委会
共组织各界委员进行调研、
视察和民主监督活动130多
次。

民主是智慧的摇篮，团
结是力量的源泉。近年来，

区政协以政协会议为平台、
调研视察为载体、界别活动
为纽带，加强与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群众
团体的团结合作，广泛凝聚
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增进共
识，共同推动我区经济社会
发展。

在助推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中，政协委员们进
村入户，明察暗访，为促进
创建工作常态化、精细化、
长效化发挥重要作用。在
消防安全工作中，政协委员
们致力消防安全宣传，提升
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为营造
人人重安全的良好社会氛
围作出努力。在爱心公益
事业中，政协委员深入村
（居、社区）、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帮扶弱势群体，化解
社会矛盾，当好促进社会
和谐的“粘合剂”。在强基
惠民村村帮工作中，政协
委员们为村级事业把脉，
对于联系村的矛盾纠纷、
群众诉求，以耐心细心真
心，当好矛盾调解员，帮
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在我区发展的热
土中，政协的力量无处不
在，群众们深深感受到了政
协的“温度”。

聚智慧与力量 全心主动尽职

“工匠精神”系列报道之五

!全媒体记者 郑 虹

他，话语不多，面容坚韧，身上透
着机修工人的油渍味道，兢兢业业，勤
勤恳恳，一心扑在机床设备上，而这一
做就是20多年。他，就是浙江八环轴
承有限公司设备部机修班长兼试制班
长王建平。

20多年来，王建平凭着对理论
知识、操作技能和本职岗位的热
爱，长期从事该公司的设备安装、
维修和调试工作，被誉为“活鲁
班”。他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十
佳“能工巧匠”、台州市第二届“首
席技师”、台州市十大优秀工人、浙
江省职工安全生产合理化建议二等
奖等荣誉称号。

从一无所长到“多面手”
1993年是企业初创阶段，时年23

岁的王建平进入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
司。青春、向上、踏实、进取的他奏响
了人生的奋斗序曲。

初到企业，该公司安排他从事沟
道磨床操作，他面对复杂的机械感到
有些茫然。“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就呆
在磨床边熟悉了两年时间。”王建平

说。
一无所长不要紧，王建平虚心向

老师傅学习。在老师傅的悉心教导和
带领下，王建平摸爬滚打，很快就熟练
掌握了磨床设备的使用和维修，对操
作的设备结构以及工作原理、零部件
的功能学懂吃透。由于坚持不懈的努
力，他所操作的设备每月生产出来的
零件不仅产量最高，而且质量最好，深
受该公司领导好评。

此后，王建平坚持以“一点也不
能差，差一点也不行”的标准，完成
了一次又一次的设备调试，创造了一
项又一项的优质工程。尤其是在该公
司全流程技术改造项目中，他考察并
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5条“全自动轴
承磨加工生产线”，2条“全自动轴承
装配线”。他又面临着设备多、机型
杂、多家企业设备并存的状况，为了
更加全面掌握各种机型的操作维修技
术，他依次找来各种机型的资料、图
纸，开始一一翻阅，认真对比，细细
咀嚼，又把设备运行原理图找来对照
论证，硬是凭着“学技术、钻技术，
努力成为机修精英”的钻劲，很快熟
练掌握了先进设备的生产、维修技
术，成为了真正的设备上的“多面
手”。

同事眼里的“小诸葛”
王建平勤业敬业、钻研进取，从设

备操作到机械修理，再到系统的技术
改造，一个个巧妙的设计彰显了他的
智慧和功底，被同事称为“小诸葛”。

2008年，王建平在轴承行业率先引
进冷辗设备并成功运行。经过半年多
的不懈努力，难关终于攻克，现在一副辗
轮与芯辊可加工5万件以上，不仅大大
降低了该公司的加工成本，缩短了设备
调整时间，而且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了
近百倍。至今为止，此项技术仍保持领
先。此外，他还设计制造了国内首创的
汽车轴承防渗漏试验机、高温高速寿命
试验机数台，直接产生效益百余万元。

王建平密切关注新技术、新设备
的发展，想要为企业所用，尤其注重节
能环保。2015年，由王建平主导，对八
环制造四科进行重新连线，由原来一
人操作3台机床变为一人操作5-6台；
对车间进行集中供液压改造，原先50
多台设备，每台油泵电机1.5KW，液压
油平均每台 50kg。改造后，现在 2台
7.5KW 油泵集中供压，液压油用量
500kg就能满足要求，大大降低了用电
量和用油量。

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从

2016年初开始，王建平和他的团队一
起对八环制造三科进行全车间自动化
及数字化设计，所有设备均采用航架
机械手连线输送，极大提升了车间的
自动化水平。最近，他们正在设计一
个样板线，配上MES和SPC系统。“公
司正在积极向工业4.0升级，设计该样
板线是为建设‘智能化工厂’打下坚实
基础。”王建平介绍。

20多年来，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潜
心钻研技术，用于挑战尖端技术，积极
投身创新工作，调试安装机器设备800
多台，制作、改装各类机器1000余台，
完成设备连线50余条，解决技术难题
500余项，解决设备故障几千次，提出
合理化建议上千条。通过加强设备管
理和技术改进，累计为该公司创造效
益近千万元。共获得36项专利，其中
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轴承寿命可靠性
试验机等6项为国家发明专利，成为了
本专业的带头人和领跑者，可谓硕果
累累，含金量十足。

“从事机械工作已经20多年，我每
天基本上都是车间、办公室和实验室三
点一线。现在机械设备的智能化程度
越来越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钻
研，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成为一
名真正的工匠。”王建平说。

——八环轴承“活鲁班”王建平纪事

“一点不能差 差一点也不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金

珍娇 实习生 翟倩媚）1月
11日，“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集团）李兆申院士工作站”
正式落户台州恩泽医疗中
心（集团），这是李兆申教授
在浙江设立的首家院士专
家工作站，也是台州首个消
化内科院士工作站。

李兆申教授是全国著
名消化病学和消化内镜学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当
天下午，他领衔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附属
长海医院消化内科团队，与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签署合作协议，并举行了揭
牌仪式。

据悉，这也是继孙颖浩
院士之后第二位在恩泽设
立院士工作站的国内顶级
专家团队。该工作站的落
户，可让台州消化内科患者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院士
级别的医疗服务，推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李兆申现任国家消化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
化内科主任。他在消化内
镜和胰腺病诊治领域做出
了系统性创新，他牵头制定
的我国消化内镜和胰腺病
领域指南或共识多达 24
部。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教育部创新团队等课题
40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8
项，主编专著47部。

工作站成立后，以李
兆申领衔的长海医院消化
内科团队，将为台州恩泽
医疗中心 （集团） 提供全
方位支持。定期派人指导
疑难杂症，将新技术、新
项目引入恩泽消化团队；
同时展开科研上的合作，
指导学科建设，帮助学科
人才培养；并定期派专家
来院开展各项手术、科研
和门诊工作，让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专
家多跑，群众少跑”。

台州首个消化内科
院士工作站落户恩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
璐萍）多年来，随着我区新农
村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许多
村（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路南街道张李村南景园
小区就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

“代表作”之一。
南景园小区创建于 2008

年，当时正值新农村建设，该
村两委班子抓住时机进行建
设，建设用地130亩，建造房
屋354间，共有260户村民住
进小区，占总村民数一半以
上。

经过十年嬗变，如今的南
景园小区成为了治安良好、绿
化优美的宜居之处。

刚走进小区，张李村的村
部就映入眼帘，村部外面矗立
着红色党旗雕像，墙面上刻着

“坚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
的标语。走进大楼，村部的一
层是村民的主要活动场所，里
面摆放了几十张桌子，每张桌
子前都坐着几名老人，有的正
在喝茶闲聊，有的正在读书看
报，再往上就是村部工作人员
的工作场所。

离开村部，向小区内纵深
而去，一幢幢崭新的排屋、花
园式别墅呈现在眼前，周边种
着各种绿植花草，清风吹来，
夹杂着一阵青草香。

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李
世明介绍，2008年，这一片

还是低矮的竹编泥墙小屋，
每逢台风季、暴雨天，一些
小屋漏风、漏雨已是常态。
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当时
村两委班子做了大量的前期
工 作 。 经 过 一 年 的 筹 备 ，
2009年初，南景园一期工程
动工建设，2011年大部分房
屋结顶，之后村民们进行装
修，于2013年陆续入住。

“小区动工建设的同时，
其他相关工程也随之跟进，
2010年，投资600万元兴建村
部大楼，为村民提供娱乐、休
闲之所；同年，村里对一处废
地进行利用，经过了一个多月
的建造，一座生态公园‘景秀
园’拔地而起，这里成了村民
锻炼、游玩、嬉戏的好去
处。”李世明说。在跟进这些
相关工程时，区里的各项重点
工作也随之开展，如“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多城同创、
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等，在这些
重点工作的助推下，南景园的
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张李村还有部分村
民没有住上新房，该村即将启
动南景园二期工程。“现在南
景园二期工程已在报批，规划
用地是村内另一处的 20亩
地，可兴建七八十间排屋型住
房，建成后又有一批村民可以
入住新房了。”李世明说。

南景园一期十年嬗变
二期工程即将启动

日前，许多工人在金清镇八条公路植树种草。据悉，该公路是通往台州游
艇小镇的主干道，为配合游艇小镇区块的整体开发建设，相关部门和单位投入
人力、物力，对沿线公路两侧进行改造和美化。 全媒体记者 王保初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应玲
君 顾嫣然）“请问，假如我
想开维修厂，但只有租赁协
议没有土地使用证和房产
证，怎么办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呢？”公路局的工作人
员问道。“你可以先询问你
的房东有没有土地使用证
和房产证，有的话麻烦他提
供下，若没有或者两证缺一
就需要去你厂所在地的镇
（街道）开具房屋住所证明，
并盖上镇（街道）的公章，这
样就可以办理了。”运管局
的工作人员解释道。近期，
在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办公
室，“学习"提问"解释”的
业务培训正在开展。

据悉，像这样的业务培
训，交通运输综合窗口从 1
月初就开始了。每天中午，
窗口的工作人员放弃午休，
利用一小时时间进行业务
大学习大讨论，由窗口每个
人员轮番给全窗口人员上
课，进行交通建
设、道路运输、公
路维护、航道管理
等不同系统不同
业务全覆盖式业
务培训。

“通过培训，交通窗口
的工作人员对各项业务及
实际操作流程的理解更清
晰明了，对部门的职能和职
责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提前解决了今后工作中可
能出现的疑问，有助于提高
窗口人员的办事能力，提升
服务质量，塑造全新的窗口
形象。”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这次深化‘最多跑
一次’行政审批改革浪潮
中，作为行政服务中心交通
窗口一名最普通的办事员，
只有认真领会‘最多跑一
次’的宗旨，积极参与配合
区行政服务中心‘最多跑一
次’的各项宣传活动，全面
学习‘多证合一、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运行制度，才能
促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落实，使办事的企业和群众
真正享受到便捷。”一工作
人员说道。

我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强化业务培训

强内功 促服务 塑形象

为增强幼儿消防安
全意识，让幼儿了解消
防知识，1月11日上午，
路北街道中心幼儿园组
织小朋友们实地参观区
消防大队，孩子们和消
防员叔叔来了一次零距
离的接触。

本报通讯员 金梦雅
全媒体记者 金珍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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