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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靖方

攻克232项试制工艺难点
4月18日上午，在湖南兵器资江

机器有限公司的试射靶场， 一位年
轻小伙子用娴熟的动作， 接连演示
了大口径狙击步枪、重机枪、高射机
枪、 榴弹发射器等多种先进的轻武
器试射，弹无虚发，命中率全部达到
优秀。现场观摩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就是被员工们称为“枪王”
的公司研发中心试制班班长邹亮。

今年37岁的邹亮，1996年从专
业学校毕业， 被全国著名轻武器专
家、“神州第一枪” 朱德林选调到资
江机器厂。

在名师的打造下， 邹亮迅速成
长为轻武器试制的业务尖子。

他先后为主或参与研发了23个
新产品项目，并带领试制团队，攻克
了某新型自动榴弹发射器超长U型
导轨试制、 某步战车高精度转盘轨
道加工、 某新型狙击步枪加长薄壁
关键件精密加工、某整体摇架试制、
某升降器多向精镗控加工等232项
试制工艺难点， 累计试制各类武器
零部件3600余件。

“越是硬骨头，
我越要去啃”

“越是硬骨头，我越要去啃”。邹
亮是个铁汉子，在研发中心，很多人
家不愿承接的项目， 他都义无反顾
地揽了下来。

某新型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步
枪项目，是军工系统立项了近10年
的课题。 国内多家拥有超强开发实
力的同行，先后研发、加工出了上百

个样品， 但部件的精度加工始终没
能过关，因而无法规模生产。

在公司一次技术研讨会上，邹
亮获得了这个信息。 他连夜翻阅了
10多种专业书籍， 并对项目难点进
行深度分析。

研讨会第二天， 他毛遂自荐：
“这个项目就交给我吧！ ”

瞬间， 与会者目光全都聚焦在
邹亮的身上。

邹亮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他攻克
这个难题的技术依据。

邹亮的话有理有据， 打动了在
场的多位专家， 大家一致同意让他
一试。

接到任务后， 邹亮没日没夜在
车间琢磨。

那正是一个炎热的酷暑， 难题
攻关进入关键阶段， 他一连20多个
日夜没有离开车间， 直到把加工中
的所有精细难题全部解决。

这一项目在全国系统统一考核
验收中出人意料夺得第一名。 多家
同行称：“你们的成就， 简直就像神
话！ ”

“人家长期都弄不好的东西，到
他手里，三下两下，就被他摆平。”研
发中心一位高工这样评价邹亮的加
工手艺。

“只有熟能生巧，
没有天生奇巧”

邹亮做事，格外细致；他的动手
能力，在同辈人中堪称奇巧。他常对
人说：“只有熟能生巧， 没有天生奇
巧”。

他天天都窝在车间里， 对任何
疑点都抠住不放。 某新型自动榴弹

发射器超长U型导轨制作， 是该项
目的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 研发
中心曾组织过上百次的技术攻关，
但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邹亮接到这个项目后， 从多个
学科的角度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
终于找出了解决榴弹运行中的最佳
路径， 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国内
一位知名轻武器专家来该厂考察
时， 对这一难题的攻克给予高度赞
扬， 称赞他是年轻的“枪王”。

“枪王” 并非与生俱来。 邹亮
的成就充满传奇色彩， 但刻苦学习
是成就“枪王” 的基石。
他先后自学了数控加工
原理、 数控编程、 数控
维修、 机械制图、 数铣
工艺学、 机械基础、 金
属切割原理与刀具等10

几门课程； 通过勤学、 苦练、 钻
研， 广泛收集同行的各种资料， 博
采众长。 在付出数倍于常人的精力
后， 邹亮掌握了近百项单项数控操
作技能， 形成了一套其所特有的

“快、 巧、 精、 好” 的工作方法与
加工风格， 以其缜密周到的工艺安
排和稳重细致的操作技能， 在每一
次新产品试制过程中， 一次性交检
合格率均达到100%。

邹亮是个平凡的人， 更是令人
敬佩的“枪王”；“枪王”，就诞生在平
凡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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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价差过大致竞争优势尽失

规模以上棉纺
企业一年减9家

全省纺织工业千亿产值
目标再度延期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李伟锋）在今天举行的
全省纺织工业座谈会上， 记者了解到， 去年全省
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减少11家， 其中规模以上棉纺
织企业减少9家， 针织企业和麻纺织企业各减少1
家， 纺织工业千亿产值目标再度延期。

2011年， 我省规模以上纺织企业469家， 完成
工业总产值835.33亿元； 2012年， 规模以上纺织
企业减至458家， 完成工业总产值795.94亿元。 今
年全省纺织工业总产值目标为900亿元， 早在2011
年锁定的千亿产值目标再度延期。

据参会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助理杨世
滨介绍， 受国际市场影响， 去年国内外棉价差拉
大， 大量低价棉花、 棉纱涌入国内， 致使国内棉
纺织企业失去竞争优势。 据介绍， 去年国内棉花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在1.9万元/吨， 但这一价格比美
国棉花价格高出5000元/吨， 比印度棉花价格高出
8000元/吨。 另外， 我国进口的棉纱价格约为2.1
万/吨， 这一价格水平相对于国内棉纺企业而言，
基本就是成本价， 几乎没有利润， 大量产自印度、
巴西的棉纱涌入中国市场。

据省纺织行管办介绍， 国内棉花使用量最大，
但受进口配额限制， 相关企业又不能大量使用价
格更优的进口棉花， 去年我省有不少棉纺企业被
迫停产、 减产， 50家棉纺企业亏损。

今年的棉价形势仍不容乐观。 据监测， 4月初
进口棉中国到岸价约为1.56万元/吨， 而国内棉价
在1.98万元/吨， 每吨高达4200元的差价， 国内棉
纺织企业难以承受。

激烈的竞争倒逼纺织企业升级换代。 云锦集
团的高档、 宽幅家纺面料生产线正在加紧进行，
部分生产线已形成产能； 浏阳建辉纺织公司的高
端节能喷墨节能印刷技术改造项目投产后， 其能
耗、 水耗可降低一半； 银太纺织正在进行紧密纺、
赛络纺等先进工艺改造。 华升、 东信、 明星麻业
等一批重点企业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向面料、 服
装等下游产业链延伸。

省经信委表示， 将在调结构、 强创新、 重品
牌、 优环境等方面努力， 推动纺织工业做大做强。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长
沙市首家“粮食银行”在宁乡县面世。 种粮
大户可把从田间收获的湿谷，直接存入“银
行”，不用自己建坪晾晒、修仓储存，还可从
“银行”获取一定的“利息”。

这家由湖南卫红米业公司创立的“粮
食银行”， 事实上是该公司的粮食储存收
购中心， 拥有日处理能力达500吨的烘干
设备， 以及总容量达8万吨的现代化仓储
设备。 种粮大户可把从田间收获的湿谷，
按每吨80元的费用送到“粮食银行” 进行
烘干， 然后由“银行” 提供免费储存服
务。

“粮食银行”掌门人李争新说，由“银
行”提供快速烘干、统一储存服务，不但可
解决大户缺乏晒谷场地、 晒谷要看“老天
爷”脸色的难题，还可减少一家一户存粮带
来的巨大损失。 据粮食部门抽样调查，农户
按传统方式储存2吨粮食6个月，因鼠害、虫
害和霉变造成的损失达100公斤，损失率达

5%。
粮食烘干后，“银行” 按当日挂牌收购

价核定入库， 存取时间通常为3个月以上，
农户可以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时进行结
算。 如果市场价格上涨， 就按上涨价格结
算；结算时市场价格低于入库价，则按入库
价结算。 农户可随时提取现金，未结算粮款

按年利率4.8%的标准，由“银行”从储存之
日起支付增值金。

专家推算，农户把粮食存到“银行”，既
能减少损耗，又能保值增值，平均每吨粮食
可增收120元。

对卫红米业而言，通过“银行”提供的
利好，引导农户种植统一的优质稻品种，吸
引农户存粮并视行情“分期”结算粮款，既
能保证足够的加工货源， 又能减少平常收
购粮食所需的巨大流动资金的压力。

据悉，“粮食银行”开业第一天，宁乡当
地即有60多户种粮大户表达了“存粮”意
愿，涉及种粮面积5000多亩。

“枪王”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候选人、资江机器公司研发
中心试制班班长邹亮

主力军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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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 “五
一” 劳动节， 我省将有
一批职工荣获 “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 一批单
位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 ”， 一批集体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 三
湘大地， 星光闪烁。

建设美丽富 饶 湖
南， 需要劳模精神。 为
弘扬工人阶级的优秀品
格与劳模精神， 激励广
大劳动者积极投身全省
“四化两型 ” 建设 ， 根
据省委宣传部和省总工
会安排， 从即日起， 本
报推出 《主力军风采 》
专栏， 从近年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与奖状 、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人物
和单位中， 挑选了一批
典型予以报道 ,敬请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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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首家“粮食银行”面市
种粮大户存粮每吨可增收120元

邹亮在检查数控机床。 黄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