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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致力于“领头雁”的展翅高飞

———铜绿山矿打造专心专业专注党务工作者队伍小记

日前，铜绿山矿党务人员水平能力闭卷测

试结束，95%的党务人员拿到合格证，而未拿到

合格证的党务人员需重修再考。 这是继该矿举

办党务人员“春训班”培训后，结合公司两级机

关部室“抓党建、转作风、强担当、提效能”学习

实践活动，开展的党务人员能力水平提升的又

一活动。

年初组织架构调整后，该矿有部分管理人

员走上党支部书记岗位， 党务工作知识和经

验较为缺乏，党建工作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

“基层党组织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党支

部书记这支‘领头雁’队伍能不能把好舵、带

好头。 目前基层党务人员党务知识较薄弱，业

务不精，制约了基层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 如

何打破常规培训提升基层党务人员的责任意

识和业务能力， 打造一支强有力党务工作者

队伍，提升矿山党建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好

‘三个作用’，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一

次基层调研中， 该矿党委主要负责人直面痛

处找症结。

有目标才有方向。 该矿紧跟时代发展潮

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党委工作部相

关人员创建“微信课堂”，即将党内主题活动、

党员先进性量化考核、党建工作责任制、党内

基础工作、党风廉政等，以及基层党建工作应

知应会知识等各个方面相关内容放入微信公

众号中，搭建学习新平台，让基层党务人员达

到“随时学、随地学”的效果，常补精神之“钙”。

“以前想学点什么需要花不少时间搜集， 找的

内容还不一定准。 ”生产党支部书记张文竹说：

“现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学习’板块，各种党

建信息一目了然，十分方便。 ”

为巩固学习效果，从 8 月 6 日起，该矿连

续在“铜乡风采”微信公众号开展为期 5 天的

党务知识擂台 PK 赛活动。每日公布前 10 名答

题排名情况。 此招一出，许多党支部书记坐不

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业余学习，我们这些新

书记怕 PK 不过老书记， 也担心自己业务知识

不过关给车间丢脸。 所以每天都关注着，问得

分、问名次。 ”该矿选矿车间生产二班党支部书

记余伟笑道：“现在我们这些新书记忙完日常

工作后，总会坐在一起互相‘拷问’，以此相互

监督、相互学习，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

而接踵而来的党务人员水平能力闭卷测试，余

伟更是跃跃欲试……

“微信课堂、党务知识擂台 PK 赛、党务人

员水平能力闭卷测试已然构成该矿检验基层

党建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姊妹篇。 ”据该矿党

委工作部主要负责人介绍， 经过微信后台统

计，知识点传播数达 6383 次，参与人次达 782

次。 这几个平台一个学知识，一个检验熟悉程

度，一个测试实在成绩，真正成为传导压力的

平台，也巩固全体党务人员的学习效果，进一

步提升了他们党性修养， 增强了学习意识，营

造出抓实抓严党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互相批改党组织记录本就是检验我们业

务能力的一张考卷，日常开展哪些工作、业务

熟练不熟练，通过批改别人的记录本也可以折

射出自己的能力。”8 月 30 日，在铜绿山矿矿办

四楼会议室内，该矿基层党支部书记“文化日”

正在进行。 这是该矿特别打造的“文化日”平

台。 在每一次“文化日”前，该矿都会提前采集

各基层支部及书记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文

化日”的主题，做到学做结合、促进工作。 此举

不仅激发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热情，还提

高了党支部书记自身政治和业务素质，更好地

服务于本单位中心工作和职工群众。 正如此次

相互批改党组织记录本，便是 8 月份该矿党群

联络员在下基层时，得知大家十分关心记录本

的规范填法，且有部分人数少的党支部对记录

应付了事、过后补记录等现象，此次“文化日”

便组织交叉互评记录本活动，即根据党建质量

管理体系 C0 版要求互相批改记录本， 并将查

找出的问题用白纸撰写署名、 现场交流反馈。

这种形式改善了以往通过党工部单向检查的

片面和弊端，大家可以面对面找不足、抓整改、

促提升。

通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化提升，铜绿山矿基

层党务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作用明显增强。 与

此同时，党员群众的满意度明显增强。 下一步，

该矿将继续创新提升基层党支部书记业务能

力的举措，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实现党建与生产的同频共振。

（方园）

初秋的九月，天气渐次凉爽。 笔者于

国庆节来临之际，带着欣喜，再一次走进

了公司

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生产现场，体会公司现代化电解生产的魅

力。 虽然到这里是管窥蠡测，但依然能感

受到公司的巨变。

这里是公司最终产出阴极铜产品的

地方。 生产现场，已很难看到大批电解工

人忙碌的景象，车间里显得格外安静。 想

起

30

多年前， 笔者在冶炼厂工作期间的

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1987

年的“十一”国

庆节那天，尤其令人难忘。当天，冶炼厂铜

电解一期工程试生产举行剪彩仪式，公司

首次生产阴极铜产品。笔者在现场看到热

闹非凡的欢庆场景，笔记中写下了“机声

隆隆，人来人往，一片繁忙，职工们欢声笑

语”的字句。那时候“马达轰鸣、烟囱林立、

人来人往”是企业兴旺发达的写照。然而，

时过境迁，今天，这样的描写已经适应不

了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

随着新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公司不断

改造传统产业，进行工艺改良升级，将信

息化、智能机器人等逐渐应用于公司各生

产经营环节，生产在绿色环保无噪声中进

行已不是梦想。

30

多年前，笔者因工作原因，经常到

电解车间联系工作。 一到车间内，就看到

雾气蒸腾，槽上、槽下，到处是职工们忙碌

的身影。 印象中， 这就是生产繁忙。 当

时，一期铜电解设计年生产能力只有

1

万

多吨 ， 厂里为了完成年产

2

万多吨的产

量， 号召全厂职工数千人参与攻坚战，全

厂齐动员，争分夺秒保生产、保产量。

笔者虽然在硫酸车间，也参与到攻坚

战之中。 硫酸生产直接关系到冶化生产能

否进行 ，因为一旦硫酸停产 ，为了确保环

保及安全，全厂也都得停产。 为了保产量，

硫酸车间有生产故障时，也不得不实行半

停炉抢修。 笔者曾冒着

60

摄氏度左右的

高温，进入硫酸转化塔参与抢修，进行“扒

触媒”等工作，穿的防护套鞋，进去

5

分钟

左右 ，橡胶底就开始软化 ，能在塔内干上

20

分钟就算个“人物”。

那时，机械化、信息化程度很低，更别

说智能化、机器人了。 为了年产

2

万多吨

阴极铜产量，职工们真正是争先恐后上一

线，一幅全力拼搏的场景。 想想现在，这

2

万多吨的产量，在“

30

万吨”铜电解的生产

中，不过就是一个月的产量而已。 今天的

产能是过去的

10

多倍， 然而参与生产的

职工却没多少人。

正在清洁电解槽的张师傅告诉笔者，

现在公司阴极铜等生产过程，除少数需要

人力完成的环节外，多数职工已经走进了

中控室，通过电脑操作厂区内高度自动化

的设备，生产过程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在电解车间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笔

者近距离目睹了铜加工清洁生产全貌 。

“

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的全自动流程在

这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站在电解厂房

的一个观察台前，生产流程尽收眼底。 在

长达

270

多米的厂房内，

1024

个铜电解槽

分

64

组对称配置在厂房中部机组区域两

侧，电解槽内有序地插着阳极板和不锈钢

板。

“这个电解槽内， 就是通过化学反应

将粗铜里的铜离子分解出来，吸附在不锈

钢板上， 经过平均十天的电解周期后，变

成均匀的铜板贴在不锈钢板上，再用机器

将其剥离出来，然后打捆直接就上了客户

的物流货车了。 反应剩下的粗铜板将会回

炉再次变成阳极板，而不锈钢板则可以永

久使用 。 ” 相关负责人耐心地向笔者讲

解。

笔者看到，剥片机组等区域的自动机

械臂 、自动流水线在有序运行 ，旁边看不

到一个操作工。 各项操作通过中控室的电

脑进行 ， 一个主操手可以管理一大片区

域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原来

的老电解车间只能年生产

20

万吨铜 ，但

是一般情况下职工有

500

人左右，现在这

个年生产

30

万吨铜的车间， 实际操作人

数仅

100

多人。 ”相关负责人跟笔者掰着

手指头算账说 ，该项目上马后 ，劳动生产

效率比原来老电解系统提高了约

10

倍。

据了解，

2012

年

10

月，公司建设的

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竣工投产，

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永久阴极工艺，且自动

化水平高，是公司继世界最大澳斯麦特炉

建成投产之后，公司又拥有的世界一流技

术工艺水平的铜加工项目。 项目采用世界

上最先进的阳极板提纯、

SCR

连铸连轧生

产工艺 ，所采用的整形机组 、专用吊车吊

具、燃气熔化竖炉、五轮钢带连铸机组、平

立辊连轧机组等关键设备全部从国外专

业厂家引进。 如今，已实现了产品全流程

自动化生产，节能减排效果将得到显著提

升，技术经济指标及技术装备达到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水平。

电解新貌只是公司科技进步的一个

缩影。 一直以来，公司坚持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生产力， 努力开拓高质量发展之路，

虽历经六十五年风雨历程，依然保持企业

的勃勃生机。 （张国平）

技术进步展电解新貌

“此次更换布袋， 既要保证质量， 又要保证速

度，以提高设备运转效率。 ”近日，冶炼厂电解车间

党员给 Larox 过滤机更换滤布。 换滤布可是个“大

工程”，微信群里一声召唤，支部里的党员忙完手头

活儿，热情地跑来打“下手”，说是想了解一下 Larox

过滤机的结构原理，这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 就这

样，大伙相互配合，忙碌开了。

在车间岗位现场，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日常工

作，“党员先锋岗”积极发挥作用，攻克诸多岗位难

题，叫响了“党员骨干带头干，职工群众跟着上”的

嘹亮口号，也使职工真切地感受到了“党员就在我

们身边”。他们苦干加巧干，用“激情满格”的工作状

态，脚踏实地地干好每项工作。“关键时刻冲上去，

这样心里踏实！”车间党员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滤袋是用来过滤电解液所含杂质的。 为了保证

过滤效果，为质量目标保驾护航，党员们利用出铜

轮空间隙，对 Larox 过滤机过滤布进行更换，以提

高设备运转效率，促进阴极铜产出率的提升。 只见

大家各司其职，扛布袋、揭盖子、开罩孔……战线正

式拉开了！上边的人一边拔笼骨，一边定量放布袋；

下边专人负责勾布袋。 他们配合默契，采用这种换

法，既解决了地点狭小的不足之处，又赢得了充足

的时间。

“这家伙是大型设备，又是进口的洋设备，凡是

拔了笼骨和布袋的地方，灰必须清理干净。 ”大板班

班长、党员包盛华边干边叮咛。“好，班长，你放心，

咱是党员， 干好活儿是必须的， 我们一定保质保

量！ ”党员徐峰和毛细平立即应声道。

此时的更换现场，充满了“灰”意。设备中的杂质

夹杂着汗水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所有人都挥汗如

雨，且身上沾满了灰尘，可他们却全然不顾地持续战

斗着……每个人的体力与耐力都在经受着考验，可

大家心思一致，加紧步伐，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

着，谁也不轻言一个“累”字。

下午两点，搬运、整理、装袋、清扫，经过 5 小时

的奋战，更换完滤布，现场被拾掇得干干净净。 奋战

过后的大伙满脸淌着汗水。 看着通道边静静躺着的

十多个封好口的大袋废渣，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胜利的喜悦。

“猜猜有几吨，最接近的发红包啊！”班长的话顿

时扫去了大家一身的疲惫。“我猜 2 吨！ ”

“我猜两吨半！ ”

“3 吨，哦不对，3.2……”

“班长你说话可要算话啊，哈哈哈！ ”

（晨曦）

用行动展示党员风采

9 月 13 日，汇祥永金公司党委就“如何转

变工作作风、如何强化责任担当”话题展开“微

党课”学习讨论。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首先从公生明、 廉生

威，腐败不清除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等

四个方面作了以“谨小慎微，清正廉洁———我

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为主题的讲课。 随后，

来自基层的三名支部书记和一名机关支部委

员结合生产与工作实际，对党建工作进行了讲

解，从亮观点、举例子、讲道理、解问题四个方

面， 展示了该公司全体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勇

于担当的先锋形象。 最后，党课主持人就当天

党课的主要内容向全体听课党员进行提问，并

对照打分表为三名支部书记讲课打分，同时要

求每名党员结合工作实际在打分表上提出新

的建议和意见。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对本次党课进行了点

评。

（郭林）

汇祥永金公司

“微党课” 效果好

9 月 18 日，在喜迎中秋、国庆“两节”之际，

在博源环保公司上下聚力“保目标、保效益、保

安全、决战 120

”

的关键时期，该公司组织开展

了一次以“迎双节、聚能量、保目标”为主题的

职工拓展活动。

活动分“无敌风火轮”“不倒森林”“齐眉

棍”“鼓动人心”四个项目，以锻炼职工的团结

协作能力为主。 在活动现场，笑声、加油声、欢

呼声不断，气氛活跃奋进。 活动最后，为四个项

目的优胜队颁发了奖品。 参与职工表示，这样

的活动既加强了职工团队凝聚力，又树立了大

家合力制胜的信念，为该公司顺利完成全年工

作任务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信心。

（汪丽 喻亚丽）

博源环保公司开展

职工拓展活动迎“双节”

9 月 17 日，井巷公司组织机关部室管理干

部召开“廉洁过节吹风会”， 提醒干部厉行节

约、廉洁自律，自觉抵制“四风”问题。

在集中学习传达上级纪委《关于严明中秋、

国庆期间有关纪律的通知》后，该公司要求班子

成员带好头、作表率，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

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廉洁节俭过佳节。

节日期间，该公司纪检部门还将通过明察

暗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对违反禁令的顶风违纪行为，坚决以

“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

起，形成持续震慑。

（郭小勇）

井巷公司劲吹廉洁风

确保过“廉”节

▲ 基层党支部“文化日”现场。

▲ 答题现场。

▲ 两名基层党支部书记进行党组织记录本互评。

▲ 基层党支部书记认真答题。

党员骨干合力更换滤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