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喂，稀贵厂吗？现在有登记在你单

位名下的一名职工，疑似被诈骗，现场联

系不上她本人，情况紧急，请你们马上帮

助联系！”3 月 26 日下午，下陆公安分局

新下陆派出所成功阻止一起电话诈骗职工

案，在公司传为佳话。

当天下午 1 点左右，新下陆派出所所

长夏继军等民警接到一条诈骗预警信息，

根据预警信息提供的线索，迅速查清疑似

被诈骗的受害人为下陆区居民吴某某，专

班民警试图拨打吴某某电话与其进行联

系，但是对方电话却一直处于通话状态。

为及时制止受害人上当受骗，夏继军

等民警与时间赛跑，想联系受害人家人，

未能成功。情况万分紧急，民警立即转变

工作思路，及时与受害人原单位稀贵厂相

关人员取得联系，委托他们同时联系受害

人。

下午 2 点左右，经过反复拨打受害人

电话，最终接通。当吴某接到电话提醒可

能被骗时，还懵懵懂懂，经过耐心地解释，

终于，吴某从骗局中惊醒过来。她说：“好

险呀，再晚一分钟，我可能就叫我弟弟帮

忙把 2 万元钱汇给骗子了。”

事后，受害人吴某向新下陆派出所表

示感谢。吴某某曾是稀贵厂职工，已退休。

据吴某某介绍，当天上午 10 点钟左右，

接到一个自称下陆公安的电话，说她涉嫌

天津一起洗钱案，将被起诉。她反复否认。

但骗子告诉她一个天津公安号码，让她确

认。经拨打骗子提供的天津当地查询号码

“确认”那个号码是当地公安局之后，她

打了骗子提供的那个电话。那边传给她一

份涉案嫌疑人起诉书之类的东西，让她很

是紧张。最后，骗子让他汇款洗清自己的

清白。此时，已与骗子通话近3个小时的她，

已经懵了，完全相信骗子的话，准备叫她

弟弟帮忙汇款。骗子还特地嘱咐，因案情

重大，汇款时不能告诉任何人。当她弟弟

问为什么汇款时，她坚决不说，还说：“姐

姐向你借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汇款就

是了。”

事后她说：“如果不是新下陆派出所

民警及时阻止，我的损失就大了。”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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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正能量  对标有力量
——冶炼厂精神文明建设小记

电话诈骗已超越想象，请保护好自己

下陆警方成功阻止电话诈骗职工案

3 月 20 日，冶炼厂电解二车间工资绩

效考评显示，职工刘官民奖励 200 元。这

200 元，并不是产量绩效、攻关绩效，而是

品德绩效、精神绩效。这个奖励，源于他的

一次拾金不昧的“举手之劳”。在厂考评会

上，给予了这一“好人好事”表彰奖励。

冶炼厂积极凝聚理想信念，用心发现

道德典型，积善成德，聚沙成塔。在攻坚的

道路上走得越远，干部职工的正能量就越足。

而这样的正能量，逐渐成为厂赶超发展的坚

强精神后盾。2017 年，厂第五次被评为“湖

北省文明单位”，并获得黄石市“文明单位”

称号。对于这个荣誉，厂干部职工最有发言

权。

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冶炼厂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组织“大学习”，

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厂区、进支部、进

班组”活动，面向全厂党员开展多形式、分

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支部书记们提前

写好党课材料，认真准备“第一讲”。

伴随着市场化对标的推进，干部职工

学习热情不断高涨。3 月 22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李莉来厂宣讲两会精神。她

认真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将祖国过去五

年的发展成就娓娓道来，深深地打动了在

座的每一位职工。国风之本在家风。厂继

续抓好班组“家文化”建设，兴建班组“和

谐之家”。在厂工会和各分会的支持下，

班组，这个职工的第二个“家”越扮越美。

厂还通过道德讲堂，开展“传家训、立家规、

扬家风”主题活动，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强家教家风教育。这样热烈

而积极的氛围，将全厂干部职工的正能量

全部激发出来。

争当志愿者，传递正能量

不论生产建设多么紧张，对标任务多

么艰巨，志愿服务一直都是干部职工的“精

神富矿”。去年，冶炼厂注册志愿者达到

2000 余人，开展志愿活动 10 余次。

厂党委、工会、团委的志愿服务“多

管齐下”。今年，厂党委进一步将志愿服务

与“党员三日”相结合，着力健全注册登记、

活动记录、精准对接和褒奖激励等系列管理

制度。在厂工会的组织下，志愿者们多次上

门为困难劳模服务，为突发火灾的职工家庭

捐款。厂团员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展现出先锋

队的姿态。在公司“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

动中，厂团委在工作群发布“招募帖”，一

次义务劳动就有 30 多名团员青年踊跃加入；

而备料车间团员青年则主动将车间的“硬骨

头”——北线马路的清沟任务揽了下来。正

能量传遍了十里厂区。

共筑有色梦，汇聚正能量

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氛围，让干部

职工感受到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助

人为乐、拾金不昧，和在“急难险重”任

务中冲锋在前的干部职工，不仅仅得到的

是物质上的奖励，他们还收到过沉甸甸的

感谢信，收获了工友们的赞扬和支持。冶

炼厂文明风尚蔚然成风，出现了一批道德

模范：熔炼车间职工徐德伍被下陆区评为

“每周一星”，电解一车间文小莉被评为

黄石市“黄石楷模”。每个人的正能量，

汇聚成攻坚克难、赶超发展、市场化对标

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大家一步一步、扎扎

 下陆公安相关民警提醒职工：

接到此类电话要做到“不相信、不

转账”，必要时拨打 110 报警。同时，做

好防范很重要，一是要妥善保管个人身份

信息。二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来电。公检法

机关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办案过

程中不会通过电话询问个人账户信息，更

不会要求事主将钱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

户”。凡自称是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并

通过电话、短信要求对个人存款账户进行

资金审查或要求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

请概不相信。三是面对类似的恐吓，不要

过于紧张害怕，也不要切断与亲朋好友的

联系，“当局者迷”，一般询问周边亲朋

好友，便能轻易识破骗局。

冶炼厂党委获市“产业发展先锋”称号

铜山口矿青年突击队取砂筑坝防汛忙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欣杰） 近日，从

黄石市委组织部获悉，冶炼厂党委荣获黄

石市 2017 年度“产业发展先锋”称号，这

是对该厂党建工作的又一肯定。

2017 年，黄石市在国有企业开展了“生

产经营先锋”“产业发展先锋”“项目建

设先锋”“公益服务先锋”“四个先锋”

的评选活动。冶炼厂党委坚持服务生产经

营不偏离，以“树立先锋标杆，促进提质

增效”为主题，全面打造先锋党组织、先

锋党小组、党员先锋机台、党员先锋岗，

促进各项经营发展目标实现。今年，该厂

党委将继续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带领全厂党员补短板、挖潜力，开创党建

工作新局面。

铜绿山矿宣讲“三会”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 黄绿  吴伟） 3 月 21

日，铜绿山矿召开形势任务教育报告会，

学习贯彻落实公司“三会”和矿“两会”

精神。该矿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矿机关直

属党支部书记参加报告会。

前期，该矿制作主题为“落实三会，

我们在行动”主任访谈录并在报告会中进

行展播，通过访谈录的形式建立各车间与

职工群众“面对面”的交流。该矿党委负

责人作“树立危机感精准对标，增强紧迫

感提质增效”形势任务教育报告，详细讲

解在落实市场化对标工作上应如何理清“我

们怎么办、怎么干”思路，为大家找准增

利补缺方向。

丰山铜矿党委到冶炼厂交流党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鲁方昆） 3 月 23 日，

丰山铜矿党委组织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到冶

炼厂交流学习党建工作。

活动中，该厂党委负责人详细介绍了

厂党建活动、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工作。电解二党支

部负责人进行了党建工作经验交流。随后，

大家共同参观了电解二车间党支部党员活

动室、“30 万吨”生产现场、职工创新工

作室、备料车间党支部党员活动室等，通

过相互交流方式，发挥双方有效资源优势，

搭建党员交流平台，形成互带互动、共同

发展的党建工作新格局，达到“1+1 ＞ 2”

的效果。

鑫诚公司等单位开展党建互动互促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沈浩） 3 月 16 日，

鑫诚公司、赤马山矿、金谷公司的党员们

一起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并展开热烈讨论。这是三家单

位探索党建工作互动互补互促的一次有益

尝试。

为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

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党组织

共建活动，这三家单位以开展“党组织共

建”活动为契机，有效整合现有资源，积

极发挥三方优势，加强党组织的横向交流。

重点围绕党支部组织建设互促、支部党员

互动、党员活动互融，开展丰富多彩的党

内活动，搭建了党建工作的学习交流平台，

使大家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本报讯 （通讯员 汪纯） 3 月 21 日，

铜山口矿团委组织青年突击队到该矿尾矿库

取砂筑坝，做好尾矿库防汛排水工作。

当天，团员青年们经过两个半小时的

劳动，使坝体得到了抬高，进一步缓解了

生产压力，有效预防近期持续降雨可能引

发的险情，进一步筑牢了企业安全生产基

础。

冶炼厂团员志愿者在黄石江滩清扫垃圾。    张勇  摄

 下陆公安相关民警提醒职工：

实实地向“有色梦”迈进。

职工亲如一家人，自然拧成一股绳。在市

场化对标的攻坚路上，没有什么困难阻挡得了

这一支心齐劲足的冶炼队伍。         （刘欣杰）

霍班长打“广告”
“这是从煤库捡出来的编织袋，

质量非常好，有五、六十条，可做防

汛沙袋等，有需要的联系我，免费赠

送。”3 月 19 日，冶炼厂备料车间粉

破大班长霍志平在车间管理群上发布

一则“广告”，并且配上了一幅叠放

整齐的编织袋图片。

原来，这几天煤库回了好多车皮，

供货方为了不让原煤沿路抛洒，就用

编织袋将车皮门间隙大的地方塞住，

车皮卸完，车道两边掉落大量的编织

袋。为避免编织袋混入原煤带上磅台，

堵塞下料斗，霍志平时刻关注着卸煤

的进度和编织袋的分布情况。当车皮

卸完，空车出库之后，他赶紧组织人

员将车道两边的编织袋和库内其他地

方掉落的编织袋及时清捡出来。清捡

中，霍志平发现很多编织袋都是完好

无损的。“咦，这正好可以做防汛沙

袋用，丢了太浪费。”想到这里，他

要求班员将清捡出来的完好编织袋分

开整理收集。

班组有职工不理解地问道：“一

个编织袋值几个钱？还要再利用，有

必要吗？”霍志平说：“一个编织袋

虽然价值不大，但也要用钱买不是？

有现成的何必浪费呢？我们公司正在

发展，不能随意浪费！再说，及时清

捡出编织袋送人有两个好处：第一是

可以避免编织袋堵塞下料斗和煤管。

第二是可以做到资源共享，废物利用，

近期雨水多，正好可以做防汛沙袋。”

班员听了霍志平的话，连连点头：

“我们都是企业的一员，为企业的发

展作贡献，再小也是一份力量。”聚

少成多、聚沙成塔的道理大家还是懂

的。于是，大家动起手来，纷纷抢着

整理编织袋，按照完好程度分开堆放，

破损的做垃圾处理，完好的就叠放整

齐。霍班长将整理好的编织袋拍照上

传，并配上编织袋质量信息，在车间

管理群发布广告，送给有需要的班组。

广告一发，马上就有班组领去做沙袋

预备防汛使用。

（吴学文  刘燕平）

编后：
打广告，本是商家为宣传商品，

为了销售所为，是市场行为。而霍班

长打广告，是为废弃物资寻找新用途，

调剂余缺，为车间降本增效作贡献。

事情虽小，其情可嘉。如果我们企业

职工都能像霍班长一样，在降本增效

上动脑筋、想办法，产生的效益一定

非常可观。

职工冲洗编织袋。    李俊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