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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袁健松，46岁，是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航轴加工中心大班长 （管理主管），2000
年入党。 他曾担任过13个生产班组的生产线
长， 担任线长期间曾带领团队获得全国青年
文明号，省工人先锋号，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称号； 袁健松个人先后获得航空报国三等功
勋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故事】
走进南方公司航轴加工中心现场， 生产

车间主通道两旁的“T卡”看板格外显眼。
一张小小的T型卡片上， 标有提交时

间、提交人、问题描述、问题接受人和承接时
间……这是袁健松和他的团队在航轴加工中
心的精益管理中， 创新使用的一个能让现场
管理“流动”起来的小发明，也是中心技术和
管理人员搜集现场问题、布置每日任务的“大
本营”。

在接触精益管理之前， 袁健松曾先后做
过车工、钻工、磨工、钳工等工作。那时的他虽
然精雕技艺，提过不少合理化建议，但在他心

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疑惑：一线操作者该
做的都做了，等待时间怎么还是那么多？

2015年，公司准备将轴类零件从原来的
精密加工中心分离，建立精益试点，袁健松成
为了专家团队中的一员， 在梳理流程的过程
中，曾经的疑惑再次提醒了他。带领团队经过
分析后发现：导致一线操作停滞的原因中，大
多数原因竟然是二线保障不足！

必须让生产、 技术和设备保障人员等二

线工种“走下去”，与一线进行“无缝对接”!
� � � �说干就干。 袁健松结合外部单位的现场
管理看板，在试点正式成立后不久，“T卡”便
被引进了现场。现场操作者一旦遇到问题，将
问题写进“T卡”挂在看板上，相关人员每天
会定时认领并解决问题， 管理人员定时开展
由上而下的脉动巡视， 对现场提出的各类问
题拉条挂账，督促相关责任人快速响应。搜集
的问题还会按照不同类型进行统计， 根据问

题出现的频率和趋势决定改进方向，从而让现
场管理持续“流动”起来，就像“T卡”的象征意
义：T代表team，寓意全员参与，共同经营。

如今，精益管理已经细化到每个工艺流程，
航轴中心的现场布局、物流路线甚至是展板上
的一表一格，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被赋予了
新的内涵。经过改造后的生产质量、生产效率明
显提升， 产品的生产加工周期由126天缩短到
76天，而产品准时交付率从86%直升至96%。

除了指导航轴加工中心的精益工作，业余
时间的他摇身一变，成了“袁老师”。除了善于发
现、梳理、突破生产及管理瓶颈，组织技师们编
撰了《金钥匙》《管理智库》等技术、管理书籍外，
他还往返于公司各生产中心和兄弟单位，把自
己平日里从一线带回来的管理经验向更大范
围内传播，并多次配合社会义工开展技术下乡
活动，给乡镇民营企业义务培训24000人次。

【心愿】
袁健松：“精益管理带来的点滴改变， 汇成

了企业前进的大洪流，让我们的管理与国外先
进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赶超他们。我
将执着追求创新创效，在实现航空发动机自主
研制的新长征路上奋力拼搏。”

十九大代表风采

袁健松：精益管理“管”出大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档案】
今年51岁的柴立元，党龄已有30年。作为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院长、国家重金属污
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他20多年如一
日投身于教学、科研第一线，领衔创建了冶金
环境工程学科、重金属污染防治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及创新团队，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湖南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等。

【故事】
在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楼的背后， 有一座柴立元和团队搭建
的重金属废水处理站：占地仅200多平方米、
位置偏僻、装置看起来也不尖端，被人戏称为
“乡镇企业的简易工棚”。

但就是在这样的“简易工棚”里，柴立元
带领他的团队研制出多项从源头减排、 过程
控制到末端治理全过程的国家发明与技术，
为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青山绿水提供了重大
科技支撑。

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中， 会不可避免
地产生大量废水。一直以来，传统方法在利用

石灰和沉淀废水中的重金属时， 因废水中重
金属浓度高、种类杂，很难“抓住”全部重金属
离子， 废水处理后仍难以达到国家最新发布
的排放标准，还会产生大量的淤泥。

“1只手很难同时抓住10个东西，如果有
10只手呢？”柴立元萌生一个想法：能不能在
废水中加入一种多配位基团， 这样就能同时
“抓住”众多重金属离子，从而净化处理废水？
有了想法就行动。 柴立元和团队立马开始实

验，2009年， 他们发现某种微生物代谢产物
具备这种功能， 随后通过生物技术和化学方
法融合，研制出生物药剂，终于攻克难关。

这项“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深度处理技
术”成功应用于株冶，实现企业年减排废水500
万吨。 处理后的废水， 不仅能达到最新国家标
准，废水回用率由传统的50%提高到90%。

2011年，这项技术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全国150多家重

点企业推广应用。其中湘江流域已经全面应用，
累积回用废水过亿立方米， 减排重金属超过
200吨。

废水处治技术的突破，又为柴立元钻研废
渣处治开拓了思路。废渣中的类金属砷是致癌
的剧毒性物质。 由于废渣中常伴有金、 银等金
属，因此，传统治理方法片面追求金银高价金属
回收，忽视砷污染防控，容易造成砷污染。

如何既保证金银金属回收，又防止砷污染？
柴立元和团队又开始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团队设计并合成了一种选择性脱砷剂，发
明了砷与有价金属强化分离的新工艺，研发了
高压富氧高效脱砷装置，使得选择性脱砷率达
97.42%， 为含砷固废深度利用提供技术保障。
这项“有色冶炼含砷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技
术”，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目前，研究成果已在省内外十余家大型有色金
属冶炼企业推广应用。

【心愿】
柴立元：“作为教育和科研一线的工作者和

党员代表，我将把教书育人和环境保护的工作
做好，努力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先进技术，为打造
青山绿水不懈奋斗。”

柴立元：“简易工棚”诞生发明大奖

柴立元在 2013
年第十二届东亚资源
再生技术国际会议上
致辞。（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9月20日， 袁健
松在“T卡”看板前查
看问题。（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金杰 ） 作为我省国企
改革的试验田， 湖南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资公
司”）通过深化改革、重组盘活，成功
实现扭亏为盈。今天，记者从该公司
获悉 ，1至8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6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5.61亿
元 ， 增幅 110.71% ； 实现利润总额
1801万元。

2015年 4月 ，为落实省委 、省政
府关于大力深化国企改革工作的部
署， 省政府决定成立湖南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由省国资委履
行出资人职责，搭建国有资产管理、
处置和整合平台，服务我省政企、政
资分开工作大局。成立两年多来，湖
南国资公司先后接受17个省直厅局
移交的41户国有企业， 这些企业大
多数盈利能力弱，按照我省“僵尸企
业 ”界定标准，将近一半为“僵尸企
业”。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党委、董事
会一班人，不等不靠 ，以敢啃“硬骨
头 ”的决心和勇气 ，主动改革 ，采取
规范管理、重组整合、处置盘活 、清
理退出等措施，稳步推进改革改制，
公司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改革成效
逐步显现、系统集约效应逐渐放大、
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

湖南国资公司坚持以规范管理
提升内力，先后出台《所属企业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等30多部管理制度，
基本搭建起所属企业监督管理体
系。在制度约束和激励下，41户企业
各自为政、 一盘散沙的格局逐步打
破，向心力明显增强。以盘活、整合、
产融结合为中心任务，确定“清理退
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
批” 分类改革的整体思路和总体方
案；明晰改制退出10户、整合退出15
户的改革路径， 对47个三级以下企
业及99个分支机构计划全面出清。

我省国企改革
试验田结硕果
湖南国资公司深化改革
扭亏为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