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部每年举办
模拟炼铁挑战赛、铁合金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充分
发挥技能竞赛的激励和引领作用。每周组织车间各岗位
员工进行专业知识和操作规程培训，经常组织参加行业学
术交流、业务培训，让员工全面熟悉各自的岗位职责、工作
流程，熟记各岗位的职务说明，努力强化专业知识、业务技

能的学习，进一步提升管理、规划、预见、协调等能力。积
极创新工艺技术，始终在铁合金行业处于领先地位，通过
对工艺技术进行改进，实现炉渣的二次回炉利用，使吨铁
成本下降200元，达到了增产、降耗、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同时狠抓安全生产，全年无任何安全事故。2018年被授
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技术部

熟料煅烧车间针对部分设备运行磨损大、能耗高等
问题，对高温风机叶轮进行独立维修，节约费用约 30万
元；积极引进节能水泵替换原有循环泵，节电率达40%；
对预热器微动阀关键部件进行结构优化和改造，降低材
料成本约 20万元。在现有工艺装备水平和技术运行状
况下，以改善熟料易烧性为基础，着重强化熟料煅烧，熟

料3天强度32.98MPa，28天强度62.01MPa，在自治区熟
料行业达到最高水平，在全国熟料行业达到优质水平。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年熟料生产完成 136
万吨，完成率 93.79%；熟料制造成本完成 148.92 元/吨，
降低 8.52 元/吨，均高于同行业同地区平均水平。2017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蒙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熟料煅烧车间

鄂尔多斯电业局修试管理一处高压试验班主要负
责鄂尔多斯市 42 座变电站内 8726 台高压设备的预
试、诊断、验收工作。多年来，班组成员在自己的专业
领域里深耕细作，多次发现变电设备的重大安全隐患
并及时解决，保证了电网的健康稳定运行。坚持打造
创新型班组，研制 20 余项科技创新成果，拥有 14 项实
用新型专利。近年来，班组有 3 名成员获得自治区职

工职业技能比赛奖励，2 人获得自治区“青年岗位能
手”，1 人荣获自治区“金牌工人”。录制的标准化作业
视频，被中国电力出版社收录出版并在系统内广泛推
广应用。班组先后获得全国电力职工技术成果奖三等
奖、首届全国质量创新大赛一等奖、内蒙古自治区质
量管理小组二等奖，2014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
先锋号。

鄂尔多斯电业局修试管理一处高压试验班

内蒙古天昱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化工
大班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活动，形成“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在各级各类竞赛中屡获佳绩。通过
工艺技术创新及改造，每年实现经济效益 1000 万元以
上。其中，调整冷剂配比量，提高产品温度及液化率，月
增加生产 LNG10—20吨，年增加销售收入 800多万元，
每吨 LNG电耗下降 20kw/h，节约电费 24万元；重新回

收利用BOG气体，节约生产成本约100万元；制定《活性
炭过滤器和机械过滤器反洗规章制度》，年节约成本约6
万元；空气冷却器增加喷淋水进行降温，日产量平均上
升 18 吨，月增加产量 540 吨，夏季增加毛利润 172.8 万
元；增加一台蓄能器维持油压，避免因油泵跳停连锁压
缩机跳停事故发生，挽回经济损失100万元。2016年被
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天昱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化工大班

杭锦后旗医院急诊科是巴彦淖尔市120急救中心分
站，是紧急救援组织指定单位，担负着全旗 30余万人民
的健康服务，2020年出诊人次达28077次。2017年急诊
科选派 4名医护人员参加巴彦淖尔市院前急救比赛，在
急救团体赛中荣获第三名；2018 年全旗劳动技能竞赛
中，选派的两只队伍均获得医疗救治项目第一名，特别
是由急诊科3名医务人员组成的队伍以绝对优势荣获医

院组第一名；2020年选派 3名年轻急诊科医护人员参加
全旗卫健系统劳动技能竞赛，荣获第一名。举全院之力
在急诊科建立“胸痛中心”和“卒中中心”，顺利通过了全
国认证，属巴彦淖尔市旗县级医院首家。急诊科先后荣
获医院年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奖、杭锦后旗青年文明
号、抗击疫情优质护理团队等荣誉，2018年被授予内蒙
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杭锦后旗医院急诊科

内蒙古佳瑞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CTC车间自2013年
成立以来，结合车间职工年轻化的特点，把安全生产作为工
作核心，秉承“团结、创新、敬业、奉献”的工作理念，从细节
入手，树立零违章理念。CTC车间在公司生产线上的责任
属重中之重，近三年生产产量高达1300余吨。2018年公
司低产品废料已经达到700多吨，仅处理费用就要700万

元。针对处理成本过大的问题，车间制定处理措施，在无数
次试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处理方案，将废料重新进行氯化再
提纯，将废料中的中间产品转化成产品，再将产品和其它溶
剂提纯出来，实施后共提纯产品110吨、溶剂50吨，为企业
创造利润 885 万元，同时减少了 160 吨废料处理费用。
2016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佳瑞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CTC车间

内蒙古华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钢筋班承担公司建筑
施工的钢筋作业任务。近年来，该班组全体职工团结协
作，积极进取，刻苦学习新的施工工艺和新的操作技术，
保质保量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施工任务，公司所承建的
项目，从工程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等均受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行政管

理部门的一致好评，为公司开辟新的市场和巩固原有市
场份额提供了有力保障。2013年，班组代表乌海市参加
自治区第二届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优秀选手”
荣誉称号。近几年该班组参与承建的多个项目工程被评
为自治区、乌海市“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
2017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华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钢筋班

内蒙古腾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严格实行
劳动用工制度，重视职工合理诉求，扎实开展重点工程
劳动竞赛、“安康杯”竞赛、精细管理降本增效等活动。
特别注重加强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每月坚持召开项目
民主管理会议，确保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成
功构建起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和谐劳资关系。项目部多年
来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狠抓工程质量和服务，承接了区

内多个大中型建设工程，取得较好成绩。发挥党员突击
班组、青年文明突击队的先锋模范作用，成功攻克一个
个难题。其中，呼和浩特市地税服务大厅建设装修项目
成功解决了原建筑“冬天是冰窖、夏天是火炉”的技术难
题，建成国内一流水平的新型温度自动调节会议室，被
评为自治区 70年大庆献礼工程，2017 年被授予内蒙古
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腾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

通信客服部承担着全区高速公路路径路况查询、道
路救援、受理处理投诉、ETC相关业务咨询等用户服务
工作。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加派工作人员，
增设客服席位，以 7×24 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模式，全力
配合总队和各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疏堵保畅工
作，耐心为广大车主做好路况咨询、政策解读，客服人
员的声音响彻在全区 6633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深入开

展“投诉工单清零”和“退费工单清零”行动，处理投诉
近 1 万起，2020 年客户服务热线累计接听 29.25 万通，
服务满意率达 99%以上，确保了我区高速公路“连心
线”的畅通工作，为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积极贡
献。2016年和 2018年部门分别有 3人被交通运输部授
予“百佳话务工作者”。2019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
人先锋号。

内蒙古畅捷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通信客服部

松山区营销中心积极践行“三个一切”经营理念，连续
三年实现收入和用户规模稳定增长，2020年完成收入1.1
亿元，连续两年实现收入同比增长。积极推进数字化转
型，金融业务有效发力，宽带无条件受理进一步突破，传统
业务全年完成1.02亿，预算完成率和累计同比均排名全
市第一，创新业务全年完成600万元，预算完成率全市排
名第二，创历史新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当地政

府提供现场保障10余次，为290余家单位免费提供疫情
防控的信息化解决方案。通过与民共建、资源利用的方式
解决50多个自然村600多户村民的网络通信问题，为贫
困地区加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和网
络能力提升，积极落实5G网络建设，累计建设开通5G基
站 128个，为客户创造美好智慧生活。2016年被授予内
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赤峰市分公司松山区营销中心

巴彦淖尔分公司网络部守护着遍布 6.4 万平方公
里、数千台通信设备和 2 万多公里传输线路的稳定运
行，2020 年共完成大型保障任务 37 次，收到各单位表
扬信 18 封。在新冠肺炎疫情保障工作中，累计投入应
急通信保障人员 150名，完成重保区域 210个基站。依
托李勇创新工作室先后产生科技创新成果 25 项，7 项
获得国家级、行业级及区公司奖励，节约成本约 900 万

元。积极响应区公司“四横一纵”数字化人才转型体
系，在各专业参加的全区网络运维技能竞赛中获得 12
个专业团体奖。在网络部的带动下，分公司先后荣获
全区网络运维与 IT 支撑技能竞赛综合奖一等奖、全区
自主优化能力竞赛一等奖、全区破晓行动竞赛三等奖、
全区网络运行维护先进单位等。2019 年被授予内蒙古
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网络部

中国石油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第一联合车间现由500
万吨/年常压蒸馏装置、28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50万
吨/年气体分馏装置、8万吨/年MTBE装置和一套在建丙
烷脱氢装置共同组成。车间深入贯彻“六稳”“六保”决策部
署，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上台阶，全力提质增效，打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公司效益保卫战，助力地方能源

稳定供给。“十三五”期间车间实现零事故、零污染和全年装
置平稳运行的目标，取得安全生产、环保达标、指标提升、队
伍稳定的良好业绩。装置自2018年大检修后，到目前平稳
运行累计850天，创历史最好水平。先后获得集团公司绿
色基层车间（装置）、先进集体、先进HSE标准化车间（装
置）等荣誉称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石化分公司第一联合车间

运行部集控一值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奖惩考核制度，安
全目标明确，责任到人，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全年抢发电量
达7.84亿千瓦时，占全厂总发电量的22.1%。制定培训计
划，组织值内讲课、仿真机培训、反事故演习，全年共培养出
1名值长、1名机长和1名副机长。在公司开展的月度值际
竞赛活动中四次获得第一，在值际流动红旗竞赛活动中更

是六次获得第一。在新丰热电公司第五届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中荣获团体第一名，个人第二、第五名的优异成绩；《#2
锅炉连排疏水回收至热网首站改造》在2020年度内蒙古电
力职工技术成果奖评选中获得一等奖；《降低#1汽轮机振
动》在2020年全国QC小组成果评选中获得改进级（三等
奖）成果，2014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能源发电新丰热电有限公司运行部集控一值

采煤一队检修班积极响应国家及企业号召，在设备检
修及安全生产中实施改革创新，获得10项实用新型技术专
利。从抓质量、抓煤质、抓回采率三个方面狠抓质量管理，
根据推进距离、机采和放煤高度算出可回采储量，与当班产
量对比得出煤炭回收率，全年回采率大于95%；严格执行两
刀一放多轮顺序放煤，见矸立即关门，在保证回采率的前提

下提高煤质质量；检修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简化工
作流程，提高效率，减少作业人员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时
间。班组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全国煤炭工
业先进集体称号，班组1人获全区技术能手以及鄂尔多斯
市岗位技能比赛第五名、伊泰集团职工技术比武第一名；1
人获鄂尔多斯市安全知识竞赛第二名。

内蒙古伊泰京粤酸刺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煤一队检修班

呼和浩特东站是呼和浩特车站管辖的客运一等站，始终
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安全风险管理。针对自身特
点，把工作重心更多投放到强化现实安全和现场安全管理
上，落实防范卡控措施，消除安全薄弱环节隐患，截至2021
年3月2日，东站实现无一般D类责任事故2935天。积极抢
抓春暑运、黄金周、旅游季时机，推优发售管内客车，针对长

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发挥城际动车和长短途列车运力，逐步
体现东站运能运量。2020年旅客发送量完成332.9万人，客
运收入完成3.83亿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运输经营的重
大冲击，东站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做好防疫保障工作，严格管
理，加强消毒，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2018年被授
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车站呼和浩特东站

工商银行包头分行包钢支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内
外部经济压力叠加的严峻挑战，不断加强内部管理，深
化优质服务理念，推动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呈现出
储蓄存款、公司贷款、国际业务、普惠金融等业务跨越式
发展，票据业务在全区排名第一。截至 2020年末，实现
拨备前利润 1.36 亿元，增幅 26%，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各项存款余额 35.31 亿元，同比增长 4.83 亿元，增幅

133%；各项贷款余额 85.6亿元，较年初增加 32.03亿元；
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1746 万元，增幅 26%。资产质量良
好，经营发展健康，全年未发生案件及事故，在包头分行
经营考核中排名第三；在全区一级支行业务发展与转型
评价中排名全区 108 个支行第 11，较上年提升 16 个位
次。2004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
进单位。

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分行包钢支行

“全满意”班组负责呼和浩特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的
货物、邮件、行李的装卸机保障工作。班组自成立以来依
托公司党工团一体化建设平台，始终秉持“全满意从自我
满意开始”的理念，采用“1434”工作法，即“一个重点、四
组联动、四个满意、四项重要工作”，着力打造班组“家”文
化，在员工满意的基础上，促进公司及部门安全发展、和

谐发展，为航空公司、旅客、货主提供优质服务。作为保
障型班组，在完成日常航班保障任务的同时，先后圆满完
成“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庆祝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党的
十九大重点保障、援鄂医疗队、抗疫物资包机保障、首都
机场国际分流保障等重大任务。2016 年被授予内蒙古
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分公司“全满意”班组

监测中心以国家开展地震创新工程为契机，先后承
担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喜马拉雅科学台
阵项目、背景场测震台站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一带一路”
地震监测建设项目、全国重点台站优化改造项目、全国流
磁监测项目、冬奥会地震监测能力提升保障项目等多项
国家重大项目的监测工作，项目建设投入资金达上亿
元。近年来，在全国地震监测预报观测质量评比中，获得

5项监测综合评比前三名、16项监测单项评比前三名、2
项分析预报前三名的好成绩。在第一届全国地震速报竞
赛中，中心代表队荣获复赛区团体一等奖，个人技能赛
一、二等奖，团体全国决赛三等奖。在第三届全国地震速
报竞赛中，荣获个人技能赛三等奖，中心1人被评为内蒙
古地震局劳动模范。2019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
先锋号。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地震监测中心

三车间二工段承担着公司主要产品 H 酸的生产任
务，近年来不断对生产设备、工艺技术进行更新改造，
始终保持产量第一、质量第一、消耗最低。把安全生
产放在首位，注重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职工安全
意识，全年无任何安全事故，为公司开辟新的市场和
巩固原有市场份额提供了有力保障。紧紧抓住“以质
量为中心，降消耗、保安全”这一主线开展工作，不断

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建立班组质量管理办法和考核办
法，对于因工人操作不精心造成产品的异常废损进行
分析考核，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和责任心,及时调整
管理方法和管理思路，在公司开展的品质保证活动中
做到基本动作不走样、标准动作有创新，有效提高了
班组质量水平。2017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
锋号。

内蒙古利元科技有限公司三车间二工段

翻译部多年来认真翻译每一部作品，将流畅的翻
译及原著作者思想准确无误地带到银幕台前，为各族
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食粮，为电影艺术蒙汉互
译工作作出突出贡献。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文化

“走出去”工程，加强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完成《大圣
归来》等 30 余部影片的翻译和审稿任务，为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在蒙古国举办线上“中国电影展映周”活动

提供优质的节目源。翻译作品《唐山大地震》获第十
届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创作“萨日纳奖”，《公共场所火
灾预防》获首届全国优秀少数民族语电影优秀科教片
奖，《胡桃夹子：魔镜冒险》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语
电影艺术一等奖，《师父》获全国声音制作优秀作品电
影类译制片一等奖，《建军大业》等获全国电影类译制
片一等奖，2017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内蒙古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翻译部

A2口蹄疫苗智能制造车间作为公司率先践行“中国
制造2025”强国战略的车间，拥有国内首创的生物制药智
能制造生产线。在车间运行之初，全体职工放弃休假，连
续加班，先后攻克技术难点 60多项。通过比欧 SCADA
数据采集监视系统和西门子MES、COMOS、DCS系统，
将整个生产工艺连接起来，实现全自动控制。于2019年
11月完成GMP静态验收，仅用 2个多月通过了GMP动

态验收。为抢占口蹄疫春防疫情疫苗供给市场，车间在面
临人员严重不足、部分设备调试未完成、抗原上下游工艺
未全流程运行以及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困难下，迎难
而上，采用一系列措施全力完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很
多员工在春节加班结束后继续上夜班坚守岗位，用实际行
动保证了2020年口蹄疫疫苗春防的产品供应。2018年
被授予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Ａ２口蹄疫苗智能制造车间

西湖加油站扎实推进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始终围绕竞
赛指标想办法、定措施、抓落实，努力营造“你追我赶，奋力争
先，比学赶帮超”的竞赛氛围，不断提升职工技能素质和服务
水平。2020年西湖加油站纯枪销售增长率、非油店销售收
入均居乌海分公司前列。加油站每周开展设备设施使用、维
护等相关培训，最大限度提升员工岗位技能水平，7年来已累

计培养站经理6名、核算员4名。总结提炼出现场服务“5+管
理法”，即强化培训+现场巡查+口头提示+视频稽查+薪酬考
核，将培训、监管、考核融入到现场服务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工作效率不断提升，顾客加油时间由原来的3分27秒减少到
2分19秒，节约近一半时间，得到顾客的认可和好评。2019
年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乌海销售分公司西湖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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