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翟保金参加公司规

划、投资、预算等战线学习会并提出工作要求。

张国平 摄

2.

公司组织、干部、统战、外事、老干战线人员学习党规党

纪和公司党委相关文件。 李俊红 摄

3.

商务部负责人在学习讨论会上作 《冶化生产与营销》主

题讲座。 张国平 摄

4.

公司工会、退管、计生战线人员对照活动要求，查找本单

位及个人思想工作作风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陶三保 摄

5.

公司基层宣传文化战线人员结合学习 《铜都忠魂———

赵宽铭》，谈继承优良传统、改进工作作风学习体会。

陶三保 摄

6.

物资采购战线组织战线制度流程学习，广泛听取各方意

见，对制度流程进行优化和完善。 李俊红 摄

今年 3月份以来， 针对新疆汇祥永金公司人员

精简、职工思想波动大等情况，该公司着力抓党员党

性观念提升、抓干部工作作风转变，促进全体职工思

想素质、能力提升。 通过这“两抓一促”，职工精神风

貌发生了“三变”。

转变之一：环境卫生不再是问题

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该公司党群工作人员到

职工宿舍楼进行调研时，一进宿舍楼，就被眼前的情

景惊呆了———职工宿舍楼过道里， 全部都是堆放的

垃圾。 宿舍楼前后的卫生状况也是堪忧，方便碗、烟

盒、烟头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 党群工作人员到公司施工方的宿舍

楼也走了走，发现乙方的宿舍楼比公司的干净许多。

这个发现，让职工汗颜。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一个企业，职工居住的

环境卫生都如此之差，又怎么能经营好呢？ 如何养成

职工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的风气？ 公司克服人员精减

后的困难，发挥 3个党支部的作用，明确了 3个党支

部的卫生责任区域。3个党支部又发动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带动宿舍楼全体职工都行动起来，分片包

干，支部互相检查，互相督促，每周出卫生通报。 终

于，宿舍楼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目前，职工宿舍楼的卫生实现了支部自主管理，

厂区的文明卫生得到了很大的转变， 以前厂区随处

可见烟头，现在已见不到踪影，环境卫生的问题已不

再是问题了。

转变之二：萨热克之夜不再漫长

“你们支部种的菜发芽没有？ 今天的温度有点

高，要注意菜园的通风哟！ 走，去给菜园浇点水……”

自 7

月

1

日

以来，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职工的业

余生活便变得丰富起来。 大家下班后，有事没事就喜

欢往菜园跑。 该公司地处帕米尔高原的边缘， 海拔

2900米，与内地有 2个多小时的时差。

晚上 11 点，当我们已进入梦乡时，这里的夜幕

才刚刚降临。 职工大部分是由大冶有色派驻，基本上

来自内地。 来新疆工作后，既要克服高原边远地区生

活的艰苦，还要倒两个多小时的时差。

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同时组织职工创效，

解决因运输路程远， 职工食堂难得有新鲜蔬菜的问

题，公司党委组织 3个党支部开展大棚蔬菜的种植。

任务布置下来后，3 个党支部开展起了劳动竞

赛。 从未铺过大棚薄膜？ 没问题！ 大家集体想办法解

决。 3个党支部的党员热情高涨，在党员的带动下，职

工积极参与，大家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铺好了 128

米大棚的薄膜，周日下午休息时间，完成了 14块地的

种植。

转变之三：学习要成为矿山人的自觉和常态

如果现在有人要问如何辨别矿石与废石， 职工

都能说出来。

汇祥永金公司党委要求党员、 职工树立终身学

习的理念，倡导工匠精神，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专业

素养。 作为一名矿山人，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能够清

楚地质状况，摸清家底，辨别矿石与废石。

7

月

11日晚， 该公司采矿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地质课。 在这堂课上，大家知道了什么

是侏罗纪与白垩纪，什么是红色砂岩，什么是穿脉与

沿脉。

面对授课老师的提问，大家谈论得头头是道。

“区分矿石与废石，最重要的是看颜色，根据我

们矿山的矿石性质，矿石的颜色多为灰色或灰绿色。”

“还可以看结构，咱们矿山的地质结构是砂砾岩，矿石

多有粒状结构，组成不规则。 ”培训课结束后，大家对

矿石的辨认兴趣热度不减，经过排石场，习惯性地盯

着石头进行辨认。

通过党建工作“两抓一促”的开展，职工们的改

变将会有更多更多……

（占金菊）

“两抓一促”引领职工“三变”

新疆汇祥永金公司:

以对标为抓手 打造品质党建

———稀贵厂粗炼车间党支部党建工作小记

稀贵厂粗炼车间党支部

由原焙烧、粗炼 2 个支部整合

而成， 有职工 95 人， 党员 34

人，分属 6 个党小组。一年来，

该党支部以全员对标为抓手，

打造品质党建， 激发内生动

力，为车间实现全年提质增效

目标提供了保证。

提素质造熔炉

该党支部积极响应厂党

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部署，把党员培训学

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于年

初列出了涵盖党建理论、专业

技能、管理知识等学习内容的

进度清单和自学日程表，通过

支部“领”学、小组“促”学等

“五学”形式，把党员教育抓在

实处。结合党员“四个合格”标

准和“四不负面清单”讨论，将

先进性量化标准与职工个人

绩效考核结合，为每名党员定

制“一人一表一清单”，考核评

选出“每月一星”和“季度明

星”。为落实“关键在做”，支部

党员在年初承诺的基础上，切

实履诺、践诺。 党员班长柯尊

焕针对塔酸含硒指标波动，带

领本班党员开展二次制硒工

艺攻关，确定了塔酸酸度最佳

控制范围， 优化生产参数，塔

酸含硒稳定在 1.0g/L 以下（指

标为 1.5g/L

）。

党员陈宁、彭忠

斌牵头完成的 QC 成果“降低

蒸硒渣含硒量”获得省冶金行

业 QC 成果一等奖。 一年来，

通过把教育挺在前面，党员的

先进性在支部这个“大熔炉”

中不断锻造、成型。

攻难题铸堡垒

该党支部把党员队伍凝

聚的合力，转化为全员、全流

程、全要素对标的动力。 上半

年， 紧盯岗位全要素对标实

际，组织党员骨干、技术人员、

班组主操作手赴山东恒邦公

司，从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

对回转窑进行综合对标，回厂

后， 通过对 3# 回转窑窑体螺

旋、 燃烧室等 10 大项进行改

造， 天然气单耗由 370Nm

3

/t

降至 280Nm

3

/t

，

一年可节约天

然气 19.6 万元，单台处理量提

高 0.5 吨。 该党支部将班组职

工认为再无发掘潜力的盘管

寿命等 9 个选题，列为党员攻

坚课题，由支委、党小组长分

头挂帅，倒排进度。 通过努力，

9 个选题有 8 项获得成果，1

项取得突破，其中焙烧党员先

锋岗通过改进二次制硒反应

釜升温方式和调整亚钠最佳

投入量， 延长盘管使用寿命，

每年可节约盘管及配套备件

费约 13 万元，缩短升温时间又

可节约蒸汽 20 万元。沉金党员

先锋岗根据不同的沉金反应情

况调整工艺参数，对温度、加药

终点、澄清时间微调，使铂钯精

矿含金由 3kg/t 降低到 1kg/t，

年降成本 40 万元。

强引导聚合力

该党支部坚持科学民主决

策，于年初修订完善了《议事决

策管理办法》， 明确了 9 类、22

项决策清单。 针对今年车间对

标工作的难点，开展了党员“思

想观念先解放， 对标意识先树

立， 对标措施先落实” 的党员

“三先”活动。 年初，针对职工

反映的现场粉尘大、 排班室环

境条件较差等问题， 党支部配

合厂职能部门， 对排班室进行

粉刷、改造，职工工作环境得到

改善。 一年来， 该党支部结合

对标工作推进，以讲产量、讲质

量、讲成本、讲措施等方式开展

宣讲 10 余场次，把原来分属两

个不同支部的党员干部职工拧

成一股绳。 通过正面引导，有

效解决了架构整合后职工思想

波动问题，以抓铁有痕的决心，

为车间生产经营打造和谐氛

围。

（青辰）

▲

党员学习新建锅炉系统规范操作，保证新系统按期投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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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党建工作是国企建设和发

展的基石， 企业抓党建就是生产

力，就是提效能……”

7

月

14

日，

公司工会、退管、计生战线人员在

学习党规党纪、公司党委文件后，

纷纷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谈

体会、谈感悟，精彩的发言不时博

得阵阵掌声。 这是公司两级机关

部室按照公司党委部署， 在全公

司范围内正式启动为期三个月的

“抓党建 、转作风 、强担当 、提效

能”学习实践活动的一个场景。

公司两级机关部室对此次活

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其相应

的专业战线为单位拟定详细活动

日程计划，对活动进行周密部署。

当 天 ， 公 司 两 级 机 关 部 室 共

1038

人 ，分为

32

个战线 ，采取

战线集中的方式开展学习研讨 。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翟保金参加规划、投资、预算战

线学习研讨， 对此次活动目的和

意义进行强调， 并对开展好此次

活动， 以及提升投资管理人员业

务知识、专业素养、综合能力等提

出要求。 翟保金参加物资采购战

线活动时说， 物资供应战线工作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效益 ，采

购成本的下降就是利润， 要推进

“抓大放小” 采购办法落实到位，

提高物资供应性价比； 要以问题

为导向，解决战线突出问题，确保

生产需要及采购成本的下降 ；要

强化专业技能培训， 优化薪酬体

系，打通员工职业通道；要建立沟

通协调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

其他领导也参加分管战线活动

,

并对战线工作提出要求。

学习研讨中，既有领导指导，

又有学术研讨；既有专家讲课，又

有汇报交流；既有理论讲解，又有

案例剖析， 充分调动了大家的主

观能动性。 有的战线人员认真学

习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和公司党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实施

意见》、公司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总部部室作风建设的意见》

等文件，开展自查自纠、自我剖析；

有的对照中国有色集团制度对接

的要求以及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管

理流程再造的需要，对制度流程进

行梳理、优化和完善；有的组织专

业学习研讨，采用管理诊断法查找

专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

措施和改进意见，等等。

一整天的学习研讨结束后，公

司两级机关部室人员表示，本次学

习研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领导

带头、以上率下，研讨热烈、交流深

入，达到了统一思想、拓宽思路、凝

聚合力、提升能力的目的。下一步，

两级机关将继续按照活动要求，在

每个周六集中学习研讨，用实际行

动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提升能力素

质、提高服务管理效能，为公司推

进市场化对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李俊红）

强化责任担当 提升能力素质 提高管理效能

公司两级机关“抓党建、转作风、强担当、提效能”

学习实践活动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推进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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