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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加强钛板打磨与耳片挑选， 微调系统添加

剂、铜酸，可有效防止长周期阴极铜断耳现象发

生。”9月 22日，在冶炼厂电解车间党总支召开的

“诸葛会”上，党员们集思广益解决“疑难杂症”。

“党员的带头作用不仅体现在‘急难险重’

任务中，更要在安全生产、创新发展中站排头、

当先锋。 ”为了打造高质量产品，车间党总支扎

实开展“党员 QC 攻关”“我为指标提升献一

计”，“红色引擎”激发提质增效动力，哪儿有生

产难题，哪儿就有党员攻关小组的身影。 党员带

头落实科学巡检，为系统生产排解难题，提高各

项生产指标。“党员不但要干好本职工作，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还要带动群众一起干。 ”槽面岗

位党员徐峰说。

大板系统大量使用外贸双耳阳极板， 由于

其耳部规则不佳，表面鼓包毛刺较多，给指标提

升带来了不利影响。 很快，这个难题就被党员攻

关小组盯上。“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一点点摸

着石头过河。 ”党员骨干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中，智慧“火花”在岗位

迸发闪烁，提出诸如“校正弯曲阳极，提高阳极

上槽质量， 降低回炉费用”“延长外贸阳极板泡

洗，清洗表面氧化物”“敲打阳极耳部，防止外贸

阳极顿化”等合理化建议，有效促进外贸双耳阳

极板的正常使用，提高了生产指标。

一段时间，阴极片制作质量不高，影响后序

作业质量和工作效率。 针对这个难题，党员骨干

“泡”在现场研究分析。 大家发现是始极片放置

时间过长，导致表面氧化使弹性和韧性降低，于

是制定整改措施， 根据阴极铜日产量合理优化

始极片生产量，消除始极片的库存时间，建立了

生产日期卡，始极片装盒码好后标明加工日期，

操作人员按先后顺序制作阴极片， 尽量缩短始

极片被氧化时间。 措施虽小，效果却好，改善措

施实施后，阴极片制作合格率提高了 1.5%

。

“不

愧是创效达人， 以后可要跟着你们好好学技

术。 ”一旁的职工肖唐金竖起大拇指，乐呵呵地

说道。

“今后我们将以 QC 活动为平台，进一步推

动全员参加创新，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车间

第一党支部书记高玉利介绍说， 在创新达人的

辐射效应下， 职工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得意之

作”，不断优化工艺，支部会议室的建议栏中，目

前已经贴满了大伙提出的各类合理化建议。 党

员王维说：“创新不一定非要高大上， 只要在工

作中做个有心人，多留个心眼儿，解决问题就是

创效。 ”

（晨曦）

创新达人的辐射效应

在“十一”国庆佳节到来

之际， 公司组织开展送国旗、

文艺演出、读红色书籍、书法

绘画、我为祖国送祝福等一系

列活动，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群

众同心共筑企业梦、中国梦的

热情和力量。 “祝愿我们伟大

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

祝愿我

们大冶有色的明天更加灿烂

辉煌……”图为冶炼厂职工在

录制“我为祖国送祝福”视频，

庆祝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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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李俊红）

公司组织

开展庆祝国庆

69周年系列活动

连日来，稀贵厂利用党委中心组（扩大）

学习、党内“三会一课”和班组政治学习等形

式， 组织该厂干部职工深入学习产品质量法

律法规，促进全员法治意识提升，养成依法依

规抓质量、遵纪守法保质量的良好工作习惯。

该厂质量法规普及教育以“讲、学、议、

查”等方式展开，厂分管质量工作负责人在厂

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向两级班子

成员进行专题讲解； 干部职工按照厂普法办

指定的质量法律法规教育学习内容， 进行集

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科室、车间、班组结合质

量工作案例展开学习讨论， 同时对照质量法

律法规梳理查找质量管理制度、 流程和日常

质量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实施专项整改。

活动启动以来，厂、各车间及班组累计组织质

量法规专题学习教育 20 余场次。 厂干部职工

以“讲”促“学”，通过“议”和“查”梳理查找质

量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拟定措施抓整改，

使厂干部职工群体的质量法治意识得到加

强，厂质量法制化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青辰）

稀贵厂开展质量法规普及教育

9 月 23 日， 在新疆汇祥永金公司萨热克

铜矿尾矿库北边的大山上， 三面党旗迎风招

展，近百人的队伍在山腰上一字排开。 随着有

节奏的口号声，大家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将一根长 1100 多米的电缆铺设完毕。

这是该公司为确保井下涌水环保系统工

程按期完工，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组织党员职工开展的一次义务劳动。 这也

是该公司党委“抓党建、转作风、强担当、提效

能”学习实践活动的又一具体行动。

（郭林）

汇祥永金公司开展党员义务劳动

运用“互联网+党建”增强基层党建活力

———铜绿山矿创新党建工作小记

“Q” 言“微” 语连心桥

铜绿山矿运用网络平台，在网络上建立

党组织与党员、群众沟通的连心桥。

“三会一课”是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

由于该矿是三班倒组织生产，党员集中是一

件麻烦事。 该矿基层党组织运用 QQ

、

微信

平台，在线学习。 该矿采矿车间开展的网上

“微党课”，解决了上党课难的问题。 由党支

部每月拟定党课主题，支部党员自行制作党

课课件，固定一个时间段，党员在支部微信

群里上传党课党件，互相交流，谈感想、提建

议。半个小时的时长，不占用党员很多时间，

但网上学习交流效果不亚于现场上党课。如

今，“微党课”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网上

的交流学习却辐射开来。 8 月份，该矿纪委

“以案说纪”第四期学习资料上传后，全矿各

党支部围绕“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

这一主题， 均在 QQ 群、 微信群内讨论学

习，表示坚决抵制“四风”。

职工对组织开展的活动， 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反馈在群里。 党支部组织党员做实

事、办好事，职工随手拍照，传到群里点

赞；发现问题，同样拍到群里

，联系

当事

人或相关负责人， 均能够得到答复，妥

善解决。

掌上共享“微党建”

“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

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

伸。 ”铜绿山矿党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活用新媒体。

该矿党委自 2017 年创建“铜乡风采”微

信公众号后，不断丰富和完善教育学习平台

的各项功能，及时推送最新工作动态；推进

全体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在线学习，及时公开

学习资料。 8 月份，该矿以提高党务工作者

水平能力为目的，开展“党务知识大家学”活

动。党务工作者们在“铜乡风采”微信公众号

进行了 5 天的“党务知识擂台 PK 赛”，打下

良好的基础。参加水平能力测试的党务工作

者中，95%以上得分在 85 分以上。 该矿党委

总结运用“互联网+

”

的经验，继续在矿“铜

乡风采”微信公众号开展“互联网+党务知

识大学习”活动，落实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大

学习大讨论”活动及公司“抓党建、转作风、

强担当、提效能”学习实践活动。该矿党务知

识学习月活动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党规

党纪知识，以党建质量管理体系 C0 版作业

指导书中各项工作规程为重点， 开展学习、

答题活动。 9 月 3 日，活动一推出，即受到全

矿党员的热烈欢迎，当天答题人数达到 334

人次，知识点传播数达 2405 次。

除 PK 赛、学习月活动等内容的“活动

阵地”版块，“智慧党建”版块的“党建灯塔”

“党建云共享” 栏目，“党支部建设应知应会

顺口溜”“党支部会议记录参照格式”“基层

党支部 14 项工作流程图”等学习内容，为基

层党务工作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获得很

高的点击率。

高举旗帜展形象

网络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旗

帜鲜明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铜绿

山矿党委对全矿网络平台加强管控，传播正

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展改革发展新形象。

该矿先后出台《铜绿山矿 QQ 群、微信

群管理办法》《规范党员网络行为的通知》

《铜绿山矿舆情监测分析处置机制》，从制度

上规范网络管理。用好“铜乡风采”微信公众

号，在“党建云共享”版块分享“学习党的十

九大报告”系列、图解习总书记“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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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讲话等方面内容。 在“宣传基地”这一版块，

给广大基层通讯员提供平台，通过“一线写

真”“矿山动态”栏目，记录矿山改革发展过

程， 不断增强基层通讯员的脚力、 眼力、脑

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

伍。每期“宣传基地”版块主打一名党员先锋

模范，从各层级的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到

由党员先进性量化考核评选出的“每季一

星”“每月一星”， 普通劳动者闪现出明星光

环，矿山形象、企业形象就在身边。“接地气”

才能“聚人气”，“铜乡风采” 上的“每期一

星”，以身边的标杆鼓舞人、带动人，激励职

工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党建为本、 网络为用， 是“互联网+党

建”的结构。从严治党是根本，与时俱进是本

质，改革创新是关键。 铜绿山矿党委正进一

步探索“互联网+党建”模式，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党的建设。

（梅晓艳）

▲

“互联网

+

党建”学习活动成绩排行榜。

“欢迎大家登录‘铜乡风

采’微信公众号，点击‘智慧党

建’，选择页面顶部‘学习月活

动’，参与学习答题！”很快，响

应者众， 党员踊跃参加答题。

这是铜绿山矿运用互联网开

展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

该矿党委运用“互联网

+”思维，依托 QQ、微信等互

联网平台，使互联网的创新成

果深度融合于企业党建工作

之中， 实现服务矿山发展、服

务职工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

础。“互联网 + 党建”，闪耀着

创新的火花，增强了基层党建

活力。

▲

选矿车间生产一班党支部党员利用岗前间隙进行手机网上答题。

在举国上下喜迎盛世华诞之际 ， 有一群

人 ，为了梦想而奋斗 ，炉台酸塔 ，仍然是他们

紧紧守护的岗位 ，电解槽面 ，依旧是他们默默

耕耘的沃土 。 他们放弃了对悠长假期的美好

畅想 ，选择和岗位并肩 、和企业携手 ，在祖国

的生日里一起奋斗。 生产最怕“等闲平地起波

澜 ”，一切安全顺遂 ，就是大冶有色的干部职

工献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大冶有色人一代接一代守护和耕耘着企

业，不懈地奋斗就是对大冶有色 “最长情的告

白”。 仔细翻开公司的奋斗史，就会发现，这样

的告白里，藏着大冶有色人的初心和使命。

六十五年的发展史 ， 就是大冶有色人的

奋斗史。 我们的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在祖国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伊始 ， 承载着希望和向往

的大冶有色诞生了。 从长乐山下的两排平房，

到如今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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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从单一炼铜 ，到实

现“五大跨越 ”，我们的企业由小变大 ，由弱变

强，曾经风光无两，也曾低谷徘徊。 但是，无论

顺境逆境 ，大冶有色人始终秉持初心 ，脚踏实

地，奋斗不息。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 ，一系列的改革新政释放新的发展红利 ，

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然而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

们的企业只有大胆改革 ， 锐意创新 ， 勇于担

当 ， 才能秉承发展的初心 ， 肩负起时代的使

命。 在市场化对标的进程中，大冶有色人进一

步深化认识 、坚定信心 、下定决心 。 在充分全

面地认识了对标工作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后 ，

大冶有色人不会盲目自大 ，亦不妄自菲薄 ，而

是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三年对标目标上

来。 虽然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依旧一步

一个脚印地努力奋斗 ：认真制定方案 ，层层分

解任务 ，开展学习实践 ，企业的每一分子都用

实际行动响应公司号召 ， 将企业精神融于岗

位、融于生活。

蹄疾步稳，方能春风得意；勇毅笃行，才堪

有色标杆。

开展市场化对标 ，打赢 “六大攻坚战 ”，冶

炼厂当仁不让 ：在反射炉上挥斥方遒 ，在诺兰

达炉炉台上运筹帷幄 ， 在澳炉炉台上决胜千

里。 三代冶炼人接力守护炉台，在不懈奋斗的

求索中 ，一项又一项工艺方案被改进 ，一项又

一项技术革新在实施 。 经历了无数挫折的淬

炼和漫长岁月的考验 ，一支能打硬仗 、敢打硬

仗、善打硬仗的队伍业已形成。 这支队伍的奋

斗体现出多种形式 ，而目标始终一致 ：有的人

几十年专注于一个岗位 ， 不为外界纷扰所困

扰，从年轻学徒 ，到高级技师 ，从初出茅庐 ，到

独当一面，“虽天地之大 ，万物之多 ，而惟吾蜩

翼之知 。 ”有的人不断挑战自己 ，不断创新改

进，金点子 、好建议层出不穷 ，这样的精神 ，带

动了身边的工友一起参与改造 ， 也带动了整

个生产流程愈发优化合理。 在“六大攻坚战”

的征途中 ，他们如星火 ，如荧光 ，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萤荧之光足以耀眼。 十里厂区汇

聚着奋斗的音符，演奏出梦想的乐章。

新时代，是实现梦想的时代。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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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我们的国家不再被动挨打 ，而是以大

国的姿态稳稳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每天

都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点

明幸福与奋斗的关系，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

人 ，我们在不懈奋斗 ，积极投身改革发展大潮

的同时 ，也在创造自己的人生 ，实现自己的梦

想 。 大冶有色的成就 ，就是每一代人 、每一个

人奋斗成果的 “放大镜”。 如今， 我们身逢盛

世 ，遇上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更应该拿

出主人翁的姿态，将企业发展与自身幸福紧紧

相连 ，用奋斗 ，续写对企业最长情 、也是最深

情的告白。 （刘欣杰）

奋斗，是对企业最长情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