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载以“炉”为伴 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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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超，是北京热力集团海淀分公司西八

里供热服务中心锅炉车间主任，从 1997 至

今，已经在司炉岗位上工作了 21年，与锅炉

相伴的 7000多个日日夜夜，他用心、用情守

护着一座又一座热源厂的稳定运行，守护着

寒冬里千家万户的暖意融融。

邢超先后在蒸汽厂、双榆

树供热厂、西八里锅炉车间工

作，从一名一线普通工人成长

为锅炉车间主任，21年的职业

生涯，是对“工匠精神”的最佳

诠释，凭着“铁杵成针”的恒心

和“精益求精”的匠心，在 2018
年全市供热行业首届技能大赛

中，他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取

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为京能集

团北京热力争得了荣誉、为集

团专业人才的过硬素质叫响了

“名头”。

守岗位 练就过硬本领
1997年邢超从公用局技校

毕业，自此开启了热力之路，那

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虽

然学的是司炉专业，但是当看

到 4、5 层楼高的大型锅炉，听

到嗡嗡的轰鸣声时，心中忽然

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不仅仅

是因为安全运行出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更

是因为这些“宝贝疙瘩”是保障市民温暖的

“心脏”。

在双榆树供热厂建厂初期，邢超作为年

轻的司炉骨干来到了这里，参与了北京市最

大的单体负荷燃气热水锅炉的安装运行和调

试工作，这是他从没遇到过的挑战。工期非

常紧张、工序极其繁琐，必须在当年供热之前

完成所有建设和调试工作，要想看懂厚厚的

英文说明书，对于一个英语小白来说，困难可

想而知，但是只有看懂说明书才能把技术消

化和吃透，不受外国专家的掣肘。那段时间，

邢超瘦了整整 15斤，白天盯在施工现场，晚

上抱着英文字典和英文说明书，一一进行标

注，查图纸、记单词、翻资料，有的时候因为专

注而忘记了时间，准备睡觉时窗外已经泛起

了鱼肚白。

掌握了知识，心里也有了底气，邢超在

现场指挥时更加游刃有余，也为之后进阶

技术“达人”打下了基础，之后遇到的“煤改

气”和“清煤降氮”改造，让他在一次又一次

的任务中不断挑战自己、超越自己，随着

“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精神渗透到骨髓

里，他在司炉岗位这个熔炉里淬炼得愈发

炉火纯青。

尽职责，是父亲、更是一名热力员工
工作 21年，有苦有累，工作成绩的取得

和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每当节假日这些别

人家庭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却是司炉人员

值守的时候，有时家人亟需陪伴的时候，自己

的缺席，总让邢超心里有一丝歉意。

让邢超记忆最深的是 2018年的 9月，当

时他的小女儿感染了严重的肺炎和败血症，

因为小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当时孩

子的情况非常危险，住进了儿童医院，公司领

导对他很照顾，把一些工作交给了同事，但是

那年 10月的全市供热行业首届技能大赛已

经进入决赛，他以总分第二代表单位参赛，所

以决不能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就算再

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取得出色成绩。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不让邢超分心，妻子

只好辞掉了工作，全程陪护孩子。哪些日子，

现在想起来都让邢超觉得心里酸酸的，在和

妻子轮换陪床的间隙，他就拿出老师讲课的

内容细细翻看。深夜，万籁寂静，在医院的病

房里，他坐在小台灯下认真地学习，女儿躺在

床上，呼吸道里呼噜呼噜地发出痰音。最终，

女儿的肺炎和败血症也痊愈了，他取得了大

赛的第一名。

重表率 团队建设放首位
作为锅炉车间的负责人，手下的24名同

事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认为，大家的业务

能力强、协作精神好，才能让整个团队形成强

大的战斗力。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更快地熟悉设备操

作，邢超主动牵头，带领车间技术组成员一起

编写技术规程，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归纳修订

各项规章制度，组织大家现场学习和熟悉设

备，并将他的所学所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

给大家，为整体安全稳定运行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从2012年在西八里锅炉房工作至今，邢

超平均每年开展内部培训80余课时，累计参

加培训500余人次。2013年12月至2019年2
月，带领车间团队共完成中小修检修项目

354项，确保安全稳定供热 815天，累计产出

热量 626万吉焦，未发生一起人身和设备事

故。

邢超和团队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单位的认

可。2019年邢超本人被评为“北京市热力集

团首席员工”；2015年锅炉车间获得“北京市

热力集团海淀分公司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年又一年寒来暑往，时间如白驹过

隙。人到中年的邢超感慨良多。他说，要想

实现自身价值，必须要与企业共同成长、共同

进步，在不断的进步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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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本报综合报道 6月 10日上午，集团党

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

署会召开后，集团所属基层单位各级党组

织高度重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迅

速行动，召开启动会，制定主题教育实施方

案、明确工作职责，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组建巡回指导组，组织学习研讨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已在集团内全

面展开。

连日来，集团各级领导班子以自学和

集中封闭学习相结合的形式，读原文、学原

著、悟原理，联系实际，深入思考，认真剖析

和查找自身和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

合实际开展研讨交流，把学习成效体现到

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

上来。

北京热力党委及所属 17 家三级一类

企业党组织于 6月 10日下午，以理论学习

中心组封闭学习的形式，全面启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为期5天的封

闭学习中，领导班子成员重点学习《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重要

讲话精神等内容，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开展专题研讨，推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把学

习成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

风、推动工作上来。北京热力党委表示，要

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使党员领导干部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品格，提高

能力本领，勇担职责使命，努力把主题教育

的成效体现在推动北京热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上，为集团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首都综

合能源服务集团再作新贡献。 （赵 旭）

京煤集团于 6 月 10 日组织召开主题

教育部署会，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学习计

划，成立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的 5
个巡回指导组，将对所属二级单位主题

教育开展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和把关。

京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文俊表示，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主题教育总要求，围

绕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把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

全过程。要抓好统筹兼顾，把开展主题

教育同集团公司转型发展工作结合起

来，要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同志勇担职责

使命，焕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学习教

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集团公司平稳实现

专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开创首都一流

的现代城市综合服务型京能文旅健康平

台新局面。 （熊顺燕）

京能电力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积

极主动与集团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进行对

接，及时落实集团党委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要求，制定了《京能电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京能电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班子成员封闭

学习安排》《京能电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巡回指导工作手册》，细化方

案、明确要求，指导各直属企业认真开展教

育活动，督促开展主题教育取得实效。近

日来，京能电力党委组织领导班子以中心

组理论学习的形式集中封闭开展学习，每

天开展交流研讨。6月 12日下午，京能电

力机关党总支组织机关本部全体党员开展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郭海燕以《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加强党性修养 坚定理想信

念》为题，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又具有主题

教育意义的党课。

（何大薇）

清洁能源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张凤

阳在启动会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按

照市委、市国资委党委和京能集团党委对

主题教育的具体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到主题教育的

全过程。着力抓好学习教育，要在学习内

容、学习方法、学习形式上下功夫，广泛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

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

性和感染力。着力抓好调查研究，着眼解

决实际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拿出破解问题的实招、硬招，并在学习调研

基础上开展好专题党课活动。着力抓好检

视问题，要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初心使命，

广泛听取意见，准确查摆自身不足，查找工

作短板，深刻检视剖析，把问题找实、把根

源找深，明确努力方向。着力抓好整改落

实，要结合公司实际和集团历次检查发现

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扎实做好“六个专项

治理”工作，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把“改”字贯

穿始终。 （王 娇）

昊华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

志生在学习动员中，要求班子成员紧扣学

习主题，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和自身经

历，讲认识、谈体会、说打算，并率先进行

了领学。领导班子成员针对公司管理实

际，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应对市场变化等

进行研讨。端午期间，高家梁煤矿部分领

导班子成员刚刚从内蒙返京回家，接到通

知后，立即返程参加集中封闭学习，并严

格遵守封闭学习纪律，开展交流研讨。研

讨中，以“掘锚一体机和综采自动化工作

面建成投用”为核心工作，践行新思想、勇

担新使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担当前行。

国泰化工党委通过观看视频、组织研讨、

分享学习体会等形式开展封闭学习，并结

合企业实际，围绕“五精”管理、“三基九

力”建设，通过组织研讨和思想碰撞会，破

解企业发展难题，以“每日一谈”“今日一

评”的形式，率先强化领导班子作风建

设。大台煤矿党委结合企业中心工作实

际，领导班子成员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开展

集中学习，结合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矿区

稳定等重点工作展开研讨，形成了浓厚的

学习氛围。东铜铁路围绕融合发展、安全

管理、协调服务等方面，通过学习交流研

讨，了解一线员工对公司管理特别是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的需求和期盼，提高服务意

识，强化安全意识。 （吴媛媛）

京能置业在京能集团启动会后，领导

班子立即启动了主题教育，制定了京能置

业学习方案，开始了集体封闭学习。京能

置业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建裕强调，要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市委和京能集团党委

关于主题教育的各项要求，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市委和京能集团党委

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要按照京能集团

党委的具体部署，结合房地产工作实际，制

定切实可行的主题教育方案，确保活动取

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韩焕军）

源深节能公司党委采取自学、集中学

习、干部读书班、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

形式重点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次对北

京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及《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

坚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努力做到学

深悟透、融会贯通。下一步，该公司将严格

按照集团要求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

作，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李雁奇）

乐多港发展党委书记、董事长，“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刘

德江强调，要把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作为

一次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的“加油

站”，作为检视问题不足、提高能力本领的

“磨刀石”，作为扫除思想尘埃、净化精神家

园的“清洁剂”，带着感情去参与，带着责任

去落实。 （田 逾）

京能东风于 6 月 10 日召开委扩大会

议，领导班子成员对本次主题教育活动进

行了集中研讨，通过了主题教育的实施方

案。会议要求，京能东风两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干部要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坚持高质量、高

标准开展主题教育，加强督促检查，逐项抓

好主题教育各项工作的落实。（朱轩平）

高新创投公司党总支书记张丽要求公

司领导班子要扎扎实实推进主题教育，团

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为实现高新创投转型

发展，打造智慧能源服务商的发展目标而

奋斗。随后部署了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并于

当日下午组织班子成员进行了首次集中学

习。 （尹燕峰）

京能财务领导班子封闭学习读书班开

展了专题学习研讨，与会人员结合集中封

闭学习内容及实际业务工作，交流了学习

体会和心得体会。审议通过工作方案，按

周细化三个月工作计划，确保主题教育有

效落实。 （袁国松）

京能租赁主题教育启动后，首先明确

了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落实主

体责任，要求班子成员要主动学习，把学习

督导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分类提升主题教

育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同时要求，要做好主题教育

与其他各项工作的统筹结合，坚决防止形

式主义，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王洋）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集团所属基层单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