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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春光明媚时节，笔者走进设研公司，文明

之风如春潮涌动。“省级文明单位”“国家认可

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

企业”……一块块颇具分量的牌匾渐次映入眼

帘。 近日，该公司连续三届蝉联省级文明单位

的消息，让职工们的工作热情高涨。

自 2011 年起，设研公司连续获得省级文明

单位荣誉。该公司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

穿于整个创建过程，融入公司改革发展、融入

和谐企业建设，推动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

断引向深入。

以人为本筑牢“文明根基”

“向劳模学习，给劳模拜年，也提前给你的

家人拜年，祝春节愉快。 ”2018 年春节前夕，设

研公司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来到集团公司劳模

熊梅瑜等人家中，慰问她及她的家人，送上新

春的美好祝福。 这一年春节，该公司没有按照

惯例慰问特困职工，让笔者困惑不解。

“我们公司按照市场化对标要求抓管理，

同时，致力于抓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取得了

物质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企业效益增长，职工

收入增加。 按工会定的特困职工的条件衡量，

今年我们单位没有特困，所以就慰问劳模。”该

公司主要负责人解释道。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不是虚的，就是要以

人为本，通过创建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让职工有获得感、幸福感。”这是该公司党委班

子成员的一致共识。

该公司以人为本筑牢“文明根基”，加强物

质文明建设。 近两年来，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

严峻的条件下，该公司保持了健康平稳发展势

头，生产经营屡创新高。 该公司先后完成大小

工程项目 100 多个，化验元素 162 万个，钻探

进尺 31568 米， 公司跨入“高新技术企业”行

列，在行业内和社会上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

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中， 他们坚持把造就

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作为深化文明创建、推动公司工作的根本，为文

明创建提供原动力。 首先深化“四好”领导班子

建设。 按照“四好”领导班子标准要求，该公司领

导班子坚持做到严格遵守党委会、 总经理办公

会等会议制度，凡涉及到“三重一大”问题，集体

研究、集体决策。 两年来，该公司领导班子连续

获得集团公司创建“四好”领导班子活动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同时，创新党建工作平台。 2015 年

以来，该公司党委开展的“245”先锋工程、“三

型”党组织创建和“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让基

层党建活力迸发生机。 他们按照上级党委的布

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和完善了“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

其责”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

工作机制。 修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内

容和标准》，强化了对各单位“两个责任”落实情

况考核。 近年来，党员干部和职工队伍中没有发

生严重违法违纪情况。

以人为本的关键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该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构建“唯才是举、荐

贤选能”的人才观。 两年来，组织开办设计质

量、安全教育、经营管理、操作技能等方面培训

班 34 期，累计培训职工 1218 人次；选送职工

外出参加各类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以及各

专业知识培训累计 273 人次，为文明单位创建

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础。

弘扬文化焕发“文明生机”

3月 4日，设研公司党员、团员共 40多人，组

成“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在该公司党委负责人

的带领下，来到下陆区老年福利中心，开展“走进

福利院、关爱老人”公益活动。

在福利院，志愿者为 4 名孤寡老人送去生

日蛋糕，并为寿星老人唱生日歌。 他们还为老

人们包饺子，并与老人亲切交谈。随后，参与活

动人员主动为福利院老人打扫楼道院子，清洁

垃圾，铲除草坪花圃里的杂草，给平日清静的

福利院带来了欢声笑语。

“文明单位建设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传统文化是重点。 ”该公司党委负

责人娓娓道来。 他们始终把奉献社会作为文明

创建工作新定位、新追求，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展

示企业风采。 开展“学习雷锋、奉献爱心”的志愿

服务活动，建立“520”志愿者服务队，参加黄石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交通服务、 义务植

树、走进社会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等活动。 两年

来，先后与新下陆铜都社区开展结对共建，帮助

社区居民改善生活环境、慰问特困户等。

该公司搭建道德建设平台。 依托“道德讲

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勤俭

节约教育、文明礼仪知识培训，推动形成奋发

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营造人人“心中有

文明、言行讲文明、工作争文明、形象创文明”

的浓厚氛围。

搭建文化活动平台。积极推进学习型单位

建设。 建立了学习日制度，制定了职工教育培

训年度计划。 创建“职工书屋”，开展我最喜爱

的一本书”“党员思廉”等读书活动，鼓励职工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形成了浓厚的读书

学习氛围。

搭建文体活动平台。 该公司充分发挥职工文

艺小组和各类协会的带动作用， 利用节假日和重

大节日，开展“小型、多样、健康”的文化活动。

各类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如滚滚春潮涌动，

推动该公司向着更强更优更好的目标前进。

（张国平 刘飞）

文明创建涌春潮

设研公司开展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小记

4 月 14 日，公司“足协杯”足球邀请赛在有

色二中体育场开赛。

比赛在冶炼厂一队与五医院代表队的对阵

中拉开序幕。 本次比赛从 14 日起至 5 月 6 日结

束。 有来自公司铜绿山矿、冶炼厂以及黄石市五

医院等单位的 10 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比赛由公司工会主办，冶炼厂、大冶有

色职工足球协会承办。 (

张国平 赵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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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举办“足协杯”足球邀请赛

4 月 13 日， 公司首期管训班拓展培训活

动在梅川生态园举行。

全体学员分成 10 个小组， 进行了达芬奇

密码、集体跳绳、动感颠球、不倒森林、齐眉棍

五个项目的拓展活动，以此检验各学员的团队

精神和协作能力。 活动结束后，优胜队代表作

交流发言，达到了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目的。

培训老师就每个小组在拓展项目中的表现作

了精彩点评。公司党委组织部、职教中心、物业

公司相关负责人为本次拓展活动优胜小组颁

奖。

(

张国平 李文豪 廖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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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首期管训班赴梅川生态园拓展培训

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在实践中运用其

智慧，有可能将管理做得更好，使格局更为宏

大，境界更为辽阔。

跟孔子学为人之道。 孔子在为人上最大

的主张，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一词在《论

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 君子有四大修养：自

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遇到问题

先找自己的原因， 而不是只知责备别人。 克

己———“克己复礼为仁”， 克制自己的欲望和

不正确的言行， 自觉遵守操守和规矩。 慎

独———“君子慎其独也”， 在别人看不到的时

候和地方，也能保持表里如一的操守、品格和

仪态。宽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己所

不欲，勿施与人”，凡事要推己及人，将心比

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跟老子学处事之道。“圣人之道，为而不

争。 ”这是《道德经》最后一句。 老子一向的主

张是：退、守、弱、柔。 保全了自己，于是立足

不败之地。“上善若水”， 人皆取上， 水独居

下，而能奔流向前，终至成海。 将自己放低，

才能与世无争，广收厚积。“不争”在《道德

经》里出现频繁，代表老子对人们最表浅的要

求，即语言上的不争执、不争辩。 管好自己的

嘴是基本修养，在言论自由的当下，学会闭嘴

是门学问。

跟管子学管理之道。管理要以人为本。管

仲说：“以人为本， 本治则国固， 本乱则国

危。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

民心。 ”管理者只有如此才能得人心，以满足

人们的需要，获得他们的亲近和支持，管理活

动才能有显著成效。

管理要知人善任。“金无足赤， 人无完

人”， 管仲主张在人才的管理中要用人所长，

容其所短。 无论选人、用人、考评人，都不能

以一时之得失来给人作出定论， 要想做成大

事业就必须学会容忍人犯错误， 并深深地理

解人，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跟《大学》学修身之道。《大学》云：“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拆解开

来，就是八个次第、八重境界：格物、致知、诚

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就

是探究事物的道理以纠正人的行为， 如果格

物不透彻，后面的成长成就都是浮云。致知即

获取知识，包含两个方面，学习方法和学习态

度。 就是学习方法，再加上不断进取的态度，

才能致知。诚意就是一言一行要出自精诚，不

欺人，也不自欺。 正心就是端正心思，摒除邪

念。 简言之就是不断自省，择善去恶。 如果没

有正心，能力越强危害越大，不仅害人也会毁

己。 修身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 心胸眼

光。

齐家就是管好一个家庭，落实知行合一，

入世修行。 治国， 不一定非得是治理一个国

家，而是“达则兼济天下”，做更大的事，处理

更复杂的关系， 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平天

下，也不一定就是成就霸业，而是一种人生境

界，在某一领域能对更多的人作出贡献，改善

人们的生活，为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努力奋斗。

（邹宏）

工 作 思 考

简

明

新 闻

◎ 从 4 月 14 日开始， 内保中心组织全体管

理人员利用周六休息日，连续五周开展党的十

九大精神集中学习活动。学习中还安排了主题

讨论、学习体会交流、观看电视专题片等环节，

促使参训人员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深悟

透，为公司推进市场化对标、加快赶超发展凝

心聚力。

（黄玉琳）

◎ 4 月 17 日，稀贵厂形势任务教育“先进标

兵劳模讲对标” 主题宣讲活动在该厂开讲，来

自厂生产、管理等岗位的 8 名先进、标兵、劳模

以谈故事、讲案例等方式，向厂干部职工宣讲

了个人工作经历和对标学习体会，凝众志聚群

力抓实全要素，全流程对标。

（青辰）

“车间安全检查组又来大板系统巡检

了。 ”4 月 10 日，冶炼厂电解一车间安全

员李胜背着相机，又来现场“找茬”了。 这

是该车间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开展

的岗位“找茬”活动。活动通过及时曝光安

全生产隐患，并做到“有图有真相”，不断

促进现场管理和职工标准化操作。

安全员李胜说，这项“找茬”活动，就

是想通过照片的形式，查找、分析身边隐

患点， 使大家从思想和行动上牢牢绷紧

“安全弦”，确保安全生产。 这支“找茬”队

伍，专门挑中午、交接班时间、双休日和节

日行动， 检查后把这些照片配上文字说

明，传送到车间管理群上，或在生产调度

会上发布，让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工作上

的小缺陷、小毛病。 照片拍的都是一些不

起眼的小事，有的是槽面现场上扔了一双

脏手套， 有的是电解液供液泵保养后，黄

油滴到设备底座上……而这些平时被忽

略的小问题，现在全列入车间的经济责任

制考核。

“在现场的日常管理和制度执行上，

各班组做得比较好，但是对一些‘跑冒滴

漏’的小问题、操作上的小疏忽，却不能及

时发现、及时整改，说明我们安全标准化

建设工作精细程度不够。 ”槽下班班长胡

广林说。“找茬”小组的密集行动，让大家

的“安全弦”绷得很紧。各班组为了提高管

理水平，新近完善出台了《班组长现场作

业确认制》《现场卫生管理责任制》 等办

法，坚持每天对当天工作仔细盘点，在班

员作业时检查劳保穿戴是否齐全，设备重

点部位是否检查到位，寻找漏洞、拾遗补

缺。“现在巡检、操作后，总是再三回头，看

有无人监督拍照。 操作时也更加精心，一

切按标准操作，生怕一不留神被揪住‘小

辫子’。 ”槽下班职工廖涛说。

“找茬”小组每天到不同系统查找隐

患，成为现场管理中的“杀毒软件”。 进入

4 月份，“找茬”小组拍到的问题照片数量

直线下降，从最初的每周 20 多张，到现在

的不到 10 张，现场管理水平与年初相比，

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初，我对‘找茬’挺反

感的。”槽面四班班长杨鹏说：“但是，近段

时间以来， 我发现槽面现场干净整洁了，

职工操作水平提高了， 生产井然有序，管

理起来更轻松。 我希望‘找茬’小组多来，

多帮我们挑点毛病，提高岗位现场的管理

水平。 ”

来到现场后， 李胜迅速扫视现场，只

见行车吊装着阳极往返于轨道两端，职工

正在出铜照缸作业， 他下意识举起相机，

又放了下来。“劳保穿戴整洁规整，安全帽

下颌带系带标准，不用拍。现场走道通畅，

没有堆放生产物品，不用拍。 消防器材外

表干净，压力合格，消防卡填写正确，也不

用拍。”“难道真的找不出毛病？”李胜皱了

皱眉。 看他的表情，大板班班长包盛华迎

上去，开起了玩笑：“这次是不是让你白跑

一趟了？ ”李胜听后哈哈一笑：“我希望每

次都能让我白跑，每次带回去的都是‘空

白’的照片。 ”

（邓小辉 文

/

图）

安全“找茬” 照片变少了

▲

作业人员严格岗位规程进行出铜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