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国平）4 月

3 日， 公司总部召开 2017 年度

总结表彰暨 2018 年工作会，落

实公司“三会”精神，部署 2018

年总部工作。 公司总部党委负

责人作工作报告。

报告回顾了 2017 年工作，并

对 2018 年总部党委工作作出安

排。 2018 年，总部党委工作将以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公司“三

会” 部署， 聚焦打赢“六大攻坚

战”， 紧抓对标方案细化落实，抓

好作风建设深化落地， 抓强支部

工作提档升级，抓严“两个责任”

落地生根， 抓出群团工作的活力

成效， 全力推动总部党建工作再

上新台阶。

会上表彰了公司总部 2017

年度先进党支部、 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标兵、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生产工作者。 会上还举行

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公司总部部署 2018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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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4 月 1 日， 冶炼厂电解一车间党员

创新工作室热闹非凡。 每个月的党员创

新交流会如期到来， 大伙儿围坐桌前，

相互介绍自己的创新项目。

“我们是‘推陈出新，探求无限’。 ”

党员吴开凡自豪地说：“我们的团队成

员都拥有一种敢于实践的精神，敢于破

常规、敢于出新招。 讨论会上的每一个

建议，必有回音，操作中的每一次故障，

必有回响，就是我们的动力。 ”

“我们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

党员徐峰自信地说：“我们的团队成员

都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抠效

益、挖潜力。 生产现场的每一台设备，今

天比昨天好， 工艺流程中的每一个数

据，明年比今年好，就是我们的目标。 ”

“截至目前，工作室查找出各类隐

患 20�多条， 小改小革成果应用到生产

中的共 11�条。”车间党总支书记田健说：

“党员是我们车间创新创效的‘最强大

脑’。 ”

工作室的党员们比别人多想一步、

多做一步， 在创新工作室展板上的图

纸，逐渐变成了现实：机组洗涤装置改

善、行车设备维护、废液回收巧利用等

一系列创新项目逐个被验证和实施。

该车间的 LAROX 过滤机使用 6 个

月后，过滤布堵塞严重，过滤能力下降，

不能满足大板系统的电解液过滤需求。换

一次布，每次要更换 18 块，换过滤布的操

作时间需要 2 天，换完过滤布开机，新过

滤布吸附电解液中大量胶，造成系统不稳

定，出现阴极铜质量波动。 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过滤机采用逐步开机的方式，大量

补胶的操作方法，过滤机完全正常开机前

后需要 9 天时间，所以每次换布都影响系

统电解液过滤效果。这是今年党员们收集

到的“疑难杂症”。

“只要积极想办法， 没有解决不了的

问题。党员们暗下决心，在 LAROX 过滤机

停机换滤布期间，努力攻克这项难题。

以后的几天， 大家只要空闲下来，

就来到 LAROX 过滤机现场， 针对问题

各抒己见，提出整改方案：尝试让过滤

机每次换 9 块布，只换一半，每 3 个月

换一次，进行循环更换。 由于只换一半

的过滤布，所以过滤机开机后，对系统

添加剂的影响减少很多，同时也不需要

向系统大量补胶， 提高过滤机运行效

率。 过滤机试开车时间到了，现场的职

工眼瞅着设备显示屏上的净化率在逐

渐提高，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

一周时间过去了，这一批阴极铜质

量外观没有问题， 证明系统一切正常，

大伙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项改善

超赞，既缩短了处理时间，又解决了我

们的麻烦，稳定了阴极铜质量，真是一

场‘及时雨’啊！ ”槽下班职工赵晶的话

音刚落，LAROX 过滤机旁边便响起了欢

快的笑声。

“我们还要做好‘传帮带’，把电解

一车间党员创新工作室做得更好更优

秀！ ”这不，在槽面出铜现场，不论党员

李文去哪儿，身边都跟随着一群“小鲜

肉”。 创新的理念伴随着一天天的历练，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从老党员的手中传

递到冶炼厂未来骨干力量的心里。

（邓小辉）

冶炼厂电解一车间

党员打造创新“最强大脑”

工 间 琐 谈

文明创建应从“心” 出发

4

月

2

日，虽是春季，气温却

高达

30

摄氏度。 下班后，笔者买

了一瓶矿泉水走在老下陆八医院

附近的街上。一位老人映入眼帘，

他个子不高， 有些驼背， 戴着斗

笠， 肩膀上扛着一个不太干净的

白色蛇皮袋， 脚上的绿色军鞋已

经破烂不堪了， 一眼就能看出是

位拾荒者。

就在此时， 一个空的可乐瓶

扔向老人的脚跟。 老人假装没有

看见，继续往前走，不远处一位穿

着白色衬衣、 提着公文包的男子

不屑地说句：“嘁，还不捡起来！ ”

老人没有理会，在走近笔者时，他

停下脚步望向笔者，伸出了左手，

用手掌做出一个托东西的手势。

笔者明白他是想要矿泉水瓶，便

迅速将水瓶里余下的水喝完，用

双手将矿泉水瓶放在老人手上。

老人见状， 连忙用双手接过矿泉

水瓶，并双手合十举过头顶，不断

地向笔者鞠躬。 笔者被这突如其

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未曾想一位

年过七旬的老人为一个矿泉水瓶

行如此重的礼。 笔者连声说：“不

用不用！ ”心里一阵慌乱，便赶紧

离开了。

回到家后， 老人不断鞠躬的

样子印在笔者的脑海里， 久久不

能散去。 他没有捡起脚下的瓶子

是有骨气的， 毕竟拾荒和乞讨有

着本质区别， 而那位扔可乐瓶的

男子的素质也暴露无遗。 一个文

明的举动换来的也许是人与人之

间的尊重与真心， 而一个不文明

的言行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

阂和伤害。

想起公交车上的黄石市文明

城市创建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创建文明城市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切不可

流于“眼看耳听”的形式而“过脑

不入心”。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我

们从“心”出发，真正践行在一点

一滴的生活中， 方可浇灌出文明

之花。

公司各单位也在积极创建文

明单位。 随着公司文明传播志愿

者这个群体的日益壮大， 越来越

多人用自己的文明言行潜移默化

地感染身边人。 每一朵文明之花

都关乎春天， 文明创建没有局外

人。礼仪、环境、秩序、服务、观赏、

网络六大公共文明的引导行动，

文明城区、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的

创建活动等都与我们每一个人的

幸福感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从

“心”出发，变被动接受文明标语

为主动参与改善行动。 让我们汇

聚文明的力量， 以十足的底气为

公司开启赶超发展新征程、 为更

加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王建林）

“不浪费一分一秒”

“从今天起，黄石供电公司进行阶

段检修，为合理利用时间，我们将在上

级供电公司无法为矿正常生产供电的

间隙，进行检修。”3 月 21 日早上 7 点 15

分，铜绿山矿选矿车间生产一班派班会

正在进行着。

“这次间隙检修，我们人员、设备、

物资也许不能立马到位，但咱们得抓紧

每一分、每一秒开展检修，保障后续厂

房内的设备正常运行。 各小组出发，检

修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班长郑银珠嘱

咐着大家。

“不是今天全线停车检修吗？ 怎么

比正常生产时还忙？ 再说年终检修才过

完没多久，能有什么问题，随便看看不

就行了！ ”看着班长忙里忙外，班员小王

不解地嘀咕道。

“检修是细活，来不得半点马虎，如

果不细心，设备极有可能出现各种突发

状况，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检修制度。 只

有这样， 才能保证现场各类设备完好，

确保安全生产……” 郑银珠耐心引导

道。

话没说完，郑班长的手机又响。“喂！

什么？ 筛分在更换皮带？ 好，好，我马上

来。 ”挂了电话，他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看着郑班长一刻不停地在整个检

修现场穿梭，不是协调班员工作，就是

紧盯现场安全，小王被班长的精神所带

动，默默拿起工具认真检修起来。

而筛分厂房那边，只听一声“起”，

所有人一起使劲，把原本 1200 毫米宽的

皮带抬起，然后合力更换坏旧皮带的支

架、托辊。 不一会儿，大家的额头冒出细

密的汗珠，但没有人顾得上去擦一把。

“大家别急，慢些，安全第一……”

郑银珠边“狂奔”，边关切地喊道。 而郑

银珠熟悉的声音，让原本全神贯注进行

安全监护的小组长曹卫国“分神”了，扭

头打趣道：“我们大家都自觉着呢，你非

得亲自来‘监视’我们啊，弄得我们这些

老同志‘情可以堪’！ ”“老曹，你别取笑

我， 矿山正处于市场化对标的关键时

期，作为一名年轻的值班长，组织交给

我的任务，我不能掉以轻心。 设备检修

是大事， 我必须亲眼、 亲手完成才放

心。 ”郑班长不好意思地“打断”了大嗓

门的曹卫国。

就这样一上午， 郑银珠来来回回在

厂房内跑了几十趟， 哪里都有他的身

影。 原本生龙活虎的他，在结束上午检

修任务后， 一下瘫坐在厂房外的平台

上，累得再也不想动弹。

时下， 在市场化对标的大形势下，

面对艰巨的生产任务，该矿选矿车间每

名青年职工都秉承着“抓好每一分钟”

的理念，迎难而上，将满腔热情化为无

限的动力。 他们忙碌的身影、沉稳的步

伐，通通融为一个词———责任。

（方园 郑银珠）

▲

检修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方园 摄

▲

铜绿山矿青年职工向老技师请教测量充填率参数的技能。 方园 摄

本报讯（记者 孙翔）3 月

30 日，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

承和发扬书法这一中华民族传

统的文化瑰宝，公司举办“爱我

有色、我爱有色”书法知识培训

班。 公司各单位书法爱好者共

30 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聘请大冶有色退休

职工、书法协会主席华先明、副

主席石万民授课， 为大家讲授

书法知识和书法历史。

公司举办书法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三平）

4 月 2 日，丰山铜矿党委负责人

与挂点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进行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约谈，进

一步压实“两个责任”。

该矿党委坚持“抓早抓小抓

常”的管理思想，坚持廉洁教育

预警机制化常态化，3 月初就下

发文件，制定了管理人员“两个

责任”落实和全面从严治党约谈

计划，将廉洁谈话提醒的范围扩

大到基层大班长，实行矿长挂点

车间、 车间挂点班组的约谈机

制，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谈

话重点紧扣“全面从严治党”，将

党员管理人员履行“一岗双责”、

落实“两个责任”、规范执行“三

重一大”、抓实廉洁风险防控、加

强作风建设等作为谈话提醒的

重点，督促各级党员管理人员严

肃党规党纪， 严格办事程序，切

实履行管理责任，营造廉洁从业

的氛围。

丰山铜矿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专项约谈

本报讯（通讯员 刘佳家）

4 月 2 日，铜山口矿职工食堂正

式启动市场化运行，形式众多的

菜品选择受到职工称赞。

该矿深入推进市场化对标，

将职工食堂外包给劳动公司进

行管理， 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

该矿根据职工工种和作业时间

的不同，对职工就餐进行一定补

贴，并将补贴费用全部转存至就

餐卡中，职工也可以自行到就餐

卡充卡处进行充值。 改变运作模

式后，职工食堂菜品种类由原来

的 4 种提升至 9 种， 且价格不

一， 可以供不同需求职工选择。

承包单位劳动公司还在推行市

场化运行的第一天为每名就餐

职工送上一个苹果。

铜山口矿职工食堂启动市场化运行

“水电信息早知道”

“孙班长， 把你的手机给我

用一下。 ”

“干嘛？ ”近日，动力分公司

市场营销部营销班班长孙志涛

虽然觉得奇怪，但仍旧掏出了手

机，递给了客服班的小叶。

“打开你的微信，给你加个

公众号。 ”只见小叶用孙志涛的

手机对准一个二维码一扫，“滴”

地一声轻响，“您已成功关注微

信 公 众 号———水 电 信 息 早 知

道。 ”动力分公司水电信息推送

公众号呈现在眼前。

“这是纪元杰创建的微信公

众号，大家现在都有微信，让用

户们都关注公众号，以后通知也

可以在微信上发啦！ ”小叶笑眯

眯地解释道。

孙志涛一听，脸上笑开了花

儿：“哎呀，这个好，以前我们班

停水停电， 都要想办法打电话、

发短信、 在电视台发公告给用

户，他们还不一定看到。 ”

“可不是呢，大家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突然停水停

电哪受得了。 每次一停电，我们

班里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提前

发了通知大家都说没看到，不是

说家里不看电视，就是短信被手

机当作垃圾短信拦截了，用户的

抱怨实在让我们有些吃不消。 ”

小叶对客服班的“麻烦事”感受

颇深。

“这个微信号怎么发通知？

要不，把他找来问问吧！ ”孙志涛

说干就干，转头就出了班组。 不

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被他

拉到了客服班：“纪元杰，办个微

信公众号的想法挺不错啊！ 停水

停电的通知怎么发在微信上？ ”

这个高高大大的年轻技术

员笑起来有些腼腆：“我是公众

号的管理员， 你们只要把水、电

检修的计划提前发给我就行了。

不过，要请大家帮帮忙，先把我

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宣传出去，只

有大家都关注它，我们的微信号

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 ”

孙志涛毫不犹豫答应了下

来：“这好说，营业厅、客服班都

可以把这个二维码贴出来，让用

户在来缴费、办业务的时候用微

信扫一扫。 ”小叶也在一旁出谋

划策：“还可以把它转到 QQ 群、

微信朋友圈，让身边的亲戚朋友

都来帮忙。 ”事不宜迟，大家一商

量完就分头行动了起来。

（袁媛）

▲

“水电信息早知道” 微信公众号二维

码。 孙志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