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江芳 通讯员 刘芳）“秦组

长，顶梁的中轴线与两台焊接机器人手臂的中

轴线又不重合了，这样焊出来的焊缝肯定会跑

偏的。”晋控装备大同机电装备公司中央机厂

铆焊一车间焊接机器人组小组成员赵明星正

着急地和组长秦兆博说。

当前，铆焊一车间焊接机器人组正在紧锣

密鼓地开展 ZF17000/23/42D型液压支架焊接

任务。在焊接过程中，由于顶梁尺寸发生变化，

厂家在焊接台上原有设计的定位器无法保证

顶梁的中轴线与两台焊接机器人手臂的中轴

线完全重合，给焊接过程带来诸多不便，同时

还容易出现焊缝“跑偏”，强度不高，焊缝外观

不合格等问题。

只见秦组长围着焊接台反复测量尺寸，研

究工件尺寸、定位器位置。就在他一筹莫展时，

小赵说到：“这个定位器设置的感觉不太好

用。”这句话一下子点醒梦中人，秦组长兴奋地

说：“有了，你不是说它不好用吗？干脆把它换

了，按照咱们的工件尺寸来。”

说干就干，秦兆博和小组成员们打破固有

常规，经过反复测量结构件尺寸、焊接台尺寸

以及两台机械手臂的间距，重新设计了定位器

位置，还加装工艺支架，使得结构件与机械手

臂中轴线二者合一，有效减少编程步骤，缩短

编程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机器人小组还在结构件焊接

质量上下足功夫。秦兆博对自己和组员们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得到强度高且均匀

光亮的焊缝，咱们就要对焊枪的各个轴向运

动姿态进行精准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编写程

序过程中，保证焊枪的运动姿态平稳，尽可

能避免焊枪转动，使焊丝在焊接过程中上下

浮动不超过 1 毫米。”

为此，他们个个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时刻紧盯焊枪动程，不允许有半点偏差。还自

创了一套焊枪“平行移动”法，他们将原来每条

焊缝的两个焊接点，增加到每条焊缝四个焊接

点，在焊接起弧点，将焊枪的角度与焊丝的位

置设计好后，将焊枪平移抬起来，在角度不变

的情况下再平移至下一个焊接点，以此类推，

每个焊接点的程序都是单独编辑，以此来保证

焊缝质量。

工艺改进后，他们还进行了焊缝强度拉伸

实验，将机器人焊接的实验块与人工焊接的实

验块放置在拉伸实验机上进行实验，实验数据

表明机器人焊接强度比人工焊接强度提高

12%。

晋控装备大同机电装备公司中央机厂

焊缝不“跑偏” 强度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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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6 月

7 日，太原市委落实民营经济

纾困政策专题政企对话会举

行。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刘俊义，太原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薛东晓，副市长高

德胜出席。

会上，太原市发改委、税务

局、人社局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宣讲和解读了太原市有关

助企纾困政策。民营企业代

表就发展中遇到的减税降

费、人才政策落地、金融贷款

等问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互动

交流，双方就相关问题达成了

初步解决方案。

刘俊义强调，全市各相关

部门要强化政策宣传讲解，

带着政策入企帮扶，做好服

务。要在减税降费、金融扶

持、人才政策等方面精准落

实，持续发力。要进一步培育

壮大市场主体，推进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

薛东晓希望广大民营企

业家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发展

的基本态势，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和要求，积极主动用

好政策红利，实施核心技术

创新，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企

业实现更大发展。

红马甲集团总经理周全

有对太原市家政企业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建设性建议。他

提到，山西省现有家政企业

2000 多家，从业人员近 30 万，

在转型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

积极作用，而形成规模的家政

企业屈指可数，能发挥引领作

用的少之又少。对此他提出，

可以参照山东阳光大姐、河南

圆方集团的做法，由政府提供

场地，在培植扶持重点家政企

业上给予政策倾斜、财力支

持，也可采取国有资产盘活等

方式，由政府摘一片地，搞一

块试验田，打造高质量、高档

次、高标准、多功能的人才培

训和劳务输出基地，由传统家

政服务向现代家政服务迈进，

引领山西家政服务业科学、健

康、快速发展。

据悉，红马甲集团是一家

涉及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社

区照料服务、病患陪护服务、

家庭保洁等多项服务的家政

公司，二十多年来，红马甲集

团已成为山西省家政服务行

业知名品牌，近年来更是多次

获得国家、省市殊荣，受到广

大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为了顺

应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趋势，集

团于今年推出了“红马甲优

选 ” 线 上 下 单 小 程 序 和

“96305”热线服务电话，为家

政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再次树

立了标杆。

红马甲集团正凭借过硬

的综合实力，独到的市场眼

光，敏锐的市场触觉，让“红马

甲”品牌走在了行业发展前

端，也必将引领太原市家政服

务业走向更高水平。

本报讯（记者 赵江芳）
为了给临汾广大考生 创 造

良好的环境，人保财险临

汾市分公司在高考期间启

动“助力高考 爱心护航”

活动，为高考助力，为梦想

加油。

为帮助有需要的考生解

决交通问题，轻松赴考，市分

公司组建“护航高考”爱心车

队，为考生提供接送服务，保

障考生顺利往返考场，考生

只要见到贴有“爱心助考”的

人保理赔服务车都可以挥手

叫停，并为考生开辟快速、便

捷、温馨的高考绿色通道，护

航学子扬帆，为高考学子保

驾护航。

爱心助考是一次次助力

筑梦的过程，平凡的善举更能

体现文明的传递，临汾分公司

将继续践行“人民保险、服务

人民”的使命与担当，以实际

行动展示人保形象，传递人保

温度，贡献人保力量。

红马甲集团总经理周全有

受邀参加民营经济纾困政策专题政企对话会

本报讯（记者 赵江芳 通讯

员康建国）近日，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四老沟矿组织部分党员

干部 70 余人在矸石山开展

了义务植树活动，亲手装扮

矿山容貌。植树过程中，党员

干部一起挥镐铲土、扶树培

土、围堰浇水、剪枝修叶，现

场栽植了 90 余棵海棠、苹

果、西梅、红李等果树苗。这

也是该矿连续第三年开展的矸

石山复绿植树活动。

为了还原矿区的本色，恢

复山体功能。近年来，四老沟矿

认真落实“两山”的理念，瞄准

“矿在绿中、矿在园中”目标，集

中人物力，下大力气先后对三

井沟矸石山、南羊路矸石山、西

窑沟矸石山进行了以黄土覆盖

和恢复草皮植被、植树造林等

为主的绿化、美化生态改造，补

绿面积达到 15万平方米，栽种

新疆杨、云杉、海棠、苹果、西

梅、李、杏等各类灌乔木 15000

株，并修建了配套的挡矸坝、导

洪渠，利用矿井再生水铺设了

供水管线，设置了自动喷淋浇

灌系统，并专排专门的队伍对

各类设施和树木进行管理养

护。昔日不毛之地的矸石山被

色彩缤纷的花草树木所取代，

彻底披上了厚重的绿衣。

统一色调，粉刷外墙；规

范停车；整理架空线路；公路

沿线亮化、绿化……在集中修

缮整饬好以矿工业广场为中

心、涵盖道路、各个工作区、办

公区、生活区的室内外环境的

同时，针对矿区街头没有公共

卫生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利用拆迁后的锅炉房，新

建了集抽水如厕、热水净手，

卫生、保洁等为一体的公共洗

手间“四矿驿站”，不仅有效集

中解决了群众的“方便”问题，

也成为该矿环境建设可圈可

点的杰作。

坚持不懈的改造，建矿 70

多年的四老沟矿整体形象发生

了大的改观，辖区山体、工业场

区、生活区整体形成了“显山、见

绿、亮光、闻声”、经纬相错、纵横

有致、树木成荫、花团锦簇的景

象。高颜值的矿容矿貌，“圈粉”

无数，朋友圈、抖音、快手等自媒

体“刷屏”，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员

工家属在四老沟矿自拍的视频，

连许多退休工人也隔三差五，相

约结伴来矿“打卡”。

进入今年以来，该矿把环境

改善与持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结合起来，继续推进西山

电变所矸石山、东山坡复土、绿

化、景观化改造工程；利用废弃

的厂锅炉房改造员工文化活动

中心等一项项生态环境建设和

民生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不仅让

员工群众受益，也让春有繁花似

锦，夏至绿树成荫，秋来硕果累

累，冬临瑞雪缤纷、矿在绿中，矿

在园中也不再是梦。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四老沟矿

着力打造“高颜值”矿山

人保财险临汾市分公司

为高考助力 为梦想加油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原杰）为进一
步加强“拒绝酒驾”的宣传，切实提高员工的安

全驾驶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近段时间以来，山西焦煤霍

州煤电万杰煤业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拒绝酒

驾醉驾”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该公司通过在文体广场大屏

播放“拒绝酒驾醉驾 ”安全警示教育宣传片，

利用 LED显示屏滚动播放温馨提示标语，张贴

“拒绝醉驾酒驾”宣传海报，组织志愿者发放

“酒驾醉驾危害告知书”等宣传手段，进行涉酒

典型违法、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全方位宣传酒

驾醉驾行为的危害性。

“开展类似活动，不仅能提高广大群众自

觉拒绝酒驾的意识，也强化了广大群众酒后不

开车的理念。”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进一步加强“拒绝酒驾”宣传力度，全力杜绝和

遏制涉酒违法行为。

山西焦煤霍州煤
电万杰煤业有限公司

组织开展“拒绝
酒驾醉驾”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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