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为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黄石人福医院（原公司总医院）自 7

月 16 日起，全院每周六上午正常上班。 门诊（含专家门诊、免疫

门诊等）、医技科室（含检验科、功能科、放射科等）均正常接诊。

特此公告。

黄石人福医院

鄂东工伤康复中心

黄石市工伤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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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丰山铜矿党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

精神，在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务实重行、 昂扬奋进，撸

起袖子真抓实干，克难攻坚勇创佳绩，受到

集团公司党委肯定。 在公司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7 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上传出好消

息：丰山铜矿党委被评为公司先进直属党组

织，职工李德发被评为中国有色集团优秀共

产党员，职工张凯国、章军军被评为公司优

秀共产党员，职工张小力被评为公司优秀党

务工作者。

持续深化“两学一做”

丰山铜矿现有在职党员 278 名， 下设 2

个党总支

，

6 个直属党支部，11 个基层党支

部，15 个党小组。 矿党委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公司党代会、职代会和工作会精

神为重点，制定学习计划，强化了中心组现

场交流研讨等方式，组织中心组学习、专题

党课和中高层精益讲堂 40 场，开通了“干部

学习”微信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确保党的政策理论入脑入心。 矿党委

持续深化“学”与“做”，将争做合格党员作为

一种常态化的行为，促进“两学一做”成果在

提质增效、管理提升、抗洪抢险等重点工作

和生产经营中得到充分检验和体现。 在尾矿

库隐患整改和井下井建清理中，采掘、机关

党总支和选矿党支部迅速成立“党员志愿突

击队”，党员身先士卒，彰显了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推进了矿山生产经营与市场化对标

工作。

政治引领把握方向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

保金在公司市场化对标动员会上指出：“公

司与先进企业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最大的差

距还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也是我们在其他

方面产生差距的根源。 ”多年来，丰山铜矿党

委坚持“党建工作也是生产力”理念，围绕

“市场化对标、 六大攻坚战” 赶超发展新征

程，切实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三大

作用，凝心聚力助推对标一流，把党建优势

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把党建资源转化为科

学发展资源，促进了企业创新发展。 矿党委

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党

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紧密联系群众优势，确保

党始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矿党委班子成

员坚持深入基层一线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召

开座谈会、与职工谈心等方式，查找影响生

产经营、安全环保、降本增效和党建工作方

面存在的问题， 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好思

路、好办法，带领职工拿出勇气和决心，把职

工的思想统一到对标工作中来。 此外，矿党

委通过“三联三服务、主题党日、班组思想政

治学习、支部三会一课”等载体，推进“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对标思想进车间、 进支部、进

班组”， 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降本增效献

计献策。

党建特色活动效果显著

丰山铜矿党委牢固树立一切工作到支

部的鲜明导向， 围绕市场化对标目标和项

目，以“党委建品牌、支部抓特色、党员创亮

点”为切入点，推进基层党支部“唱主角”，激

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创新创效、 降本增效。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矿党委以党员先进

性量化考评和“支部每月一星”评比为抓手，

紧密围绕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矿班子每

人督导一项对标要素项目和实施方案制定，

充分利用

“

5+1

”

工作机制，晚上带头参与单

位、部室的对标要素讨论和方案制定，促进

了改革发展目标的顺利推进。 该矿党委把

“对标一流的经济技术指标” 作为“支部特

色”工作重心，坚持融入生产经营不偏离，把

党支部建成攻坚克难的堡垒。 采掘车间 7 个

党支部围绕党总支“三提三降一服务”主题

开展提质增效攻坚活动，有效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确保了生产经营任务完成。 选

矿车间党支部以党员先锋号“两提一降”为

主题，选铜技术经济指标稳定提升，支部特

色在实践中取得了实效。 综合车间党支部的

“一请三进” 活动， 增强为用户排忧解难的

“主动性”；采运车间党支部的“两保一降”，

推动了安全、效益“两不误”。 机关党总支的

“党员服务站”，退管党支部的“爱心服务队”

等基层党组织活力不断增强。

压实主体责任强保障

矿党委按照市场化对标要求，优化基层

党支部和党小组设置，合理优化撤销党支部

9 个。 建立了《党支部书记责任清单》和《管

理人员下基层服务责任清单》等，通过责任

清单式管理，树立“布置工作不检查考核等

于零”的理念，将责任追究贯穿管理的全过

程。 针对安全专业委员会管理、部室科务会

制度落实等，开展监督检查活动，按照一月

一主题的工作思路，每月选取 1 至 2 个重要

制度和重要工作环节开展监督检查，排查廉

洁风险点 31 个，有效防范了风险，推动执行

力提升，确保了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党建质量水平和活力。

同舟共济创辉煌，对标提升开新篇。 当

前， 丰山铜矿党委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务实重行，担当作为，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只争

朝夕的强劲势头全力夺取对标工作新胜利。

（刘鑫涛）

党建引领聚合力 推进对标促发展

———丰山铜矿党委提质攻坚促发展工作纪实

胡学军，铜绿山矿机运车间生产管理

员。 他牢记自己党员的身份和使命，始终

以保安全、促生产为主线，以设备维护为

着力点，立足高效运行、着眼优化提升，

用责任担当为党徽添彩。 凭着出色的业

绩， 他被评为公司 2017 年度优秀共产党

员。

尽责奉献显本色

安全生产， 是机运车间第一要务，胡

学军把这一工作放在首要位置。 他主动

深入现场，科学组织统筹落实日常矿、废

石提升及计划性维修事项。 在抓安全、保

流程畅通上，展现党员本色。

2017 下半年，新、老系统矿源不足、

矿仓持续低位运行， 原矿仓片帮蓬仓频

发。 流程“肠梗阻”，供矿、选矿环节均受

影响。 面对这些制约安全生产的棘手问

题，他及时组织参与处置篷仓，注重现场

细节防控。 全年累计组织参与篷仓处置

212 次， 有效地确保了矿整体生产衔接。

2017 年 5 月 8 日，该矿老系统粉矿多、黏

性大，矿源性质差，矿石斗蓬仓打结，溜

槽、计量斗积矿频繁等影响生产。 胡学军

深入现场勘察、分析，制定了 12 条工序

管控措施。 24 小时督导落实，更是在装载

站、卸载站现场蹲守，有效保证了正常生

产。

大型检修工作现场，时刻都有他的身

影。 2017 年 10 月 17 日到 24 日，机运车

间更换混合井主提首绳。 换绳属于涉及

交叉作业、井筒作业，属于高危作业。 作

为生产调度长，胡学军精神高度紧张，拿

着对讲机在现场协调、安全监护。 人员精

神状态、现场防护设施是否规范标准，劳

保穿戴是否到位，他一一监督防范，不放

过一个细节。 换绳 8 天， 他 8 天没有回

家。 2017 年，他累计加班 132 个。 全年共

组织完成大型危险作业维修项目 20 余

项， 其中更换提升系统钢丝绳 32 根，累

计长度 3.2 万米；组织参与完成阻燃电缆

更换、 回收 3800 余米。 在他的组织协调

下，2017 年车间实现了“零伤害”，全年累

计完成提升量 163.51 万吨， 为全面完成

矿生产经营调整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

所带领的组室被评为矿先进集体称号。

急难险重显担当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最能考

验一名党员的党性。 2017 年“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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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情，

胡学军在抢险救灾一线度过了他的四十

岁生日，关键时刻站得出、冲得上、顶得

住，显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3 月 12 日凌晨 2

点

40

分 ，

接到车间

抢险指令， 胡学军及时组织 20 名突击队

员， 于凌晨 3

点

30 分到达尾矿库， 接受

指挥中心安排，投入紧张的抢险中。 他带

头扛着水管冲在最前方，紧急抢排“堰塞

湖”内的水。 雨大路滑，加上镜片上满是

水珠，翻越坝体时他摔了好几跤，脚趾也

被扎破。 同事关切地询问，他笑着用嘶哑

的声音回复大家“没事、没事”，继续穿梭

于抢险现场。 汗水和雨水打湿了他的衣

服，滑倒了，爬起来，接着干。直至下午 18

时，六趟排水管道全部安装完成，他才拖

着疲惫的身体坐下来准备吃饭。 此时他

浑身早已被雨水浸湿， 大家都劝他回车

间洗个澡好好休息，他还是憨厚地笑道：

“没事、没事……”手机铃声响了很多次，

他一直顾不上接。 当手机铃声再一次响

起，他立即起身，边走边接电话，脸上写

着隐忍的愧疚。 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

参与到抢险工作中，配合水电车间转运、

敷设高、低压电缆，恢复了新泵站供电。

其后，仅休息了 45 分钟，喝了一碗姜汤、

啃了两个馒头， 胡学军立即穿上雨衣胶

鞋，赶至最后一个作业点，协助维修队安

装水泵。直至 13 日凌晨 4

点

30 分试车正

常，他才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拖着疲惫

的身躯回到车间，进入待命状态。 没有人

知道，3 月 12 日，奋战在抢险一线的当天 ,

竟是胡学军四十岁生日。 在抢险现场的

他忙得忘记了，父母、妻儿的期盼，化作

十八个未接来电……

创新创效显务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还得特别

能创效，这是胡学军对自己的要求。 他在

创新创效工作中，用脚踏实地的作风，干

出了实实在在的创效成果。

2017 年，车间全面预算日清日结“升

级”，调度组需要提供车间投入产出日报

表。 习惯了和安全、生产、设备打交道的

胡学军，要学习“算账”，对他来说是一个

考验。 不清楚财务数据、各种具体能耗，

他主动向分管财务的副主任和财务线管

理员请教，对预算定额、生产流程每日材

料备件消耗、 能耗， 进行全面学习和熟

知。 很快，他心里就有“一本账”，在每天

早上七点之前完成头一天投入产出日报

表，为车间全面预算日清日结做好基础工

作。

学会了“算账”，对于车间成本的“出

血点”，他运用精益思维创新，降本“止

血”。 车间降本增效五大类 9 个项目，由

他牵头负责。每周针对 9 个项目的基础台

账进行核对统计；每半个月到现场对项目

措施进行检查，实行过程管控；每月组织

车间专业线人员召开降本增效研讨会，进

一步改进优化，提出改进措施。 2017 年 3

月份，他组织实施了混合井主提箕斗采用

高耐磨衬板代替普通球磨衬板这一创效

项目，减轻箕斗自身重量，提高单斗提升

量。 矿石单斗提升中重量从 20.3 吨上升

到 20.5 吨， 废石单斗提升量从 17.5 吨增

加到 18 吨。 完成全年 59 万吨提升量，全

年降低能耗 6 万元。 4 月份，他提出压风

生活水管控降支措施，定期对冷却塔进行

维修、保养，在提高降温效果的同时，对

冷却水管闸阀进行调控，全年节约用水 8

万元。牵头参与修旧利废 18 项，节约成本

8.27 万元。 2017 年来，他牵头实施完成技

术攻关、节支降耗 9 项，增效 20 余万元。

2018 年上半年， 胡学军牵头参与的增利

补缺项目，节支 95.25 万元。

（文

/

图 梅晓艳）

用责任担当为党徽添彩

记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铜绿山矿机运车间生产管理员胡学军

胡学军在混合井主提卷扬

与当班职工分析提升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