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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推行交流任职

激发党建活力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稀贵厂党

委牢牢把握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强化“一

岗双责”的意识，推行干部交流任职，打造政

治强、业务精、擅管理、懂生产的复合型干部

队伍， 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深

度融合、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开创了党建工

作新局面。

党建引领是推进管理对标的法宝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 一个支部战斗

力强不强， 关键在于是否选好配强党支部书

记。 2017 年下半年， 稀贵厂稳步推进管理对

标， 调整组织架构， 实施党支部书记与主任

（科长）交叉任职。该厂党委负责人要求，支部

书记作为党支部的“领头羊，要努力提高自身

素质和能力， 做到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支部书记只有精通

经营生产，才能摸索出企业党建工作的规律，

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相互促进。 今年

40 岁出头的张晓兵曾先后在两个车间担任过

支部书记，调到粗炼车间任主任。

刚到任， 他要抓的头号工作是车间的市

场化对标，而此时车间的对标工作进展不大。

在讨论车间对标工作方案调整的支委会上，

车间有支委提出，对标工作是刚性的，必须用

硬约束，完不成就通过绩效考核重罚，形成高

压态势，进展和成效自然会显现。 面对其他支

委提出的意见， 身为支委的张晓兵将急切的

目光投注到支部书记身上， 并讲出了个人意

见。

张晓兵说，对标工作是刚性的不错，但我

干过党务，我认为越是刚性的工作，越离不开

党建引领，纲不举则目难张，只有通过党建担

纲，才能打破工作僵局。

张晓兵的话赢得了支部书记的赞同。 车

间对标工作方案根据支委会讨论意见作了多

处调整。重考核变成了重宣传动员。由车间党

支部书记主持， 每周召开一次党员大会进行

对标思想动员和学习讨论。 全员齐上阵变为

党员骨干领头“领题立项”抓攻坚，围绕蒸硒

渣指标优化、 降低回转窑天然气单耗等重点

对标项目， 车间成立多个由党员组成的攻坚

小组，由支委领着党员先干先攻坚，党员再带

着职工一起攻坚。

车间的党员量化考核制度进行了调整补

充。 党员的工作、攻关、学习等情况进行了再

细化量化，并调整了评分比重，将以往的扣分，

变为正激励的奖分。而车间的生产调度会开始

打破惯例安排党员骨干代表列席会议。车间各

战线管理检查均邀请党员和职工代表参与。一

系列措施的实施，车间的对标工作困局被迅速

打破，职工的对标工作热情在党员的带动下被

充分激发，车间各项生产和对标指标开始转向

全线飘红。

对标打了翻身仗，车间两名支委找到张晓

兵表示收回当初在支委会上发表的意见。在厂

统一部署下，车间完善了“三重一大”决策制

度，如今车间班子成员严格履行“一岗双责”，

张晓兵抓生产管理的同时做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书记抓党建的同时也参与生产经营管理。

党建责任是实打实的抓手

2017 年底， 担任厂人力资源科长多年的

翟龙华被交流到该厂精炼车间担任党支部书

记。 在翟龙华看来，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比较单

纯，干起来应该很轻松，作为女同志，腾出来的

时间正好可以顾家。

到任不到一个月，翟龙华发现她当初想法

根本不对。 党支部书记不仅不轻松，还是一门

需要专业打底的技术活。好在车间主任当过多

年的支部书记，遇到不懂的问题，她就向车间

主任请教。

年底，车间刚刚完成整合，原有的 3 个车

间被整合成一个车间， 职工队伍尚不稳定，此

时厂又向车间下达了各主产品增产的任务，此

外车间的碲、铂、钯等产品还要实现提档升级，

岗位人员要依据厂定额实行压减。各项工作全

部压向了懂专业有技术的车间主任身上，这让

翟龙华很是着急。

在车间班子会上，她向车间主任讲出了自

己苦恼。车间主任针对厂印发的党建工作责任

书逐条向她讲授操作方法。

按照主任的点拨， 她将党建责任具体化，

结合车间各项任务拟定了党建工作责任清单，

利用班组访谈等方式做职工的思想工作，消除

职工对整合的思想顾虑。利用党支部共建活动

向厂各科室借力，解决车间生产遇到技术难题

和生产难题。组织党员参与产品增产和提档升

级攻关，以一连串的组合拳，围绕车间重点工

作精准发力。此外她还将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学

到的知识，运用于党建工作，针对党员特长和

个性特点，对党员岗位进行优化组合，提升岗

位作业效率，缩减作业工序。在 2018 年初厂召

开的工作会，她因工作出色被车间职工推选为

厂标兵受到表彰。她所在的车间不仅圆满完成

厂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其中多项指标刷新历

史纪录。

（青辰）

“我是党员我带头！ ”这句话在铜绿山矿选

矿车间生产三班党支部已然成了所有党员的口

头禅。 工作现场如战场，“急难险重”的活儿比比

皆是。 关键时刻，靠的是基层党员们，而他们也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

该矿选矿车间中细碎厂房两台圆磨主机是

对矿石进行破碎的主要设备， 虽然厂房安装了

除尘风机降尘，但有时遇到矿石特别干燥情况，

还是容易引起粉尘。 为强化清洁生产，该车间又

配备了远程环保雾泡机、中细碎湿式除尘器，进

一步强化降尘效果。

9 月 30 日傍晚， 生产三班巡岗职工发现细

碎厂房破碎腔处粉尘比日常生产时大， 立刻上

报该班值班长。时间就是效率！该班值班长立即

组织专业线人员与区域班组长共同排查原因，

发现中碎湿式除尘器风筒内部分区域被粉尘结

团堵死， 才导致湿式除尘器无法吸收厂房内粉

尘。

为了消除隐患保障安全环保生产， 该班立

即着手准备排除故障。

可由于风筒内粉尘结团严重， 单纯利用生

产水清洗未起作用。 空间受限，时间紧迫，作业

强度大，这些问题摆在眼前。 只能另想他法！ 而

此时已到交接班的时间。 这个问题要是自己班

解决，该让谁留下配合我呢？ 正在班长犹豫时，

该班技术骨干的 4 名党员齐声对班长说：“班

长，让我留下来吧！ ”在他们的带领下，班组里的

2 名职工也主动留下来，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除尘器风筒内部空间狭窄， 身高 180cm 的

党员姬政委无法站立，只能跪着一点点耙。 可这

啥时候才能耙完，他可急坏了！ 还没等他发“求

助”，体型瘦小的党员夏继已经猫着腰钻进除尘

器内部来到他旁边打趣道：“小姬， 你这身高优

势变成劣势了吧！ 空有一身好‘本领’不能施展！

你啊！ 就负责帮我打好手电，这除尘器风筒内部

有雾气，再加上还未消退的粉尘弥漫在空气中，

能见度低，你帮我照着，我可以效率更高啊。 ”一

听分析，好像是那么回事！ 大高个姬振委“委屈”

地点了点头。 里面分工好了，而等待在外部的 2

名党员熊波、侯邦辉也没闲着，他们全程提供安

全监护、技术支持。 终于除尘器内板结的灰尘清

理到位， 大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时已经入

秋，而大伙长时间维持“猫”着腰耙矿姿势，肌肉

酸痛， 再加上除尘器内部的水雾慢慢变成小雨

点淋在身上，有些寒气刺骨。 顾不上擦下身子，

喝口水，大家迅速投入试机的过程中。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试机于当晚 22 点 40

分结束， 再次启动湿式除尘器后中碎厂房粉矿

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解决了困扰安全环保生产

的大难题。

回想起为细碎湿式除尘器排除故障的情

景， 该车间生产三班党支部书记熊波说道：“党

员在关键时刻就是一面旗， 任何急难险重的任

务摆在面前，他们立马干在前、冲在前！ ”

就这样，该支部的党员们频频开启“冲锋在

前”的模式，通过带思想、带安全、带技能、带作

风，保障了安全环保生产，改进了工艺流程，优

化了技术指标，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方园 熊波）

———铜绿山矿选矿车间生产三班党支部党员排除故障助力安全环保生产小记

“我是党员我带头”

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冶炼厂新系统第七检

修工作如火如荼进行着，各路“检修大军”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其中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队伍， 他们用担当诠释责

任， 用有为诠释形象，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共产党员。

把握关键点 做安全“诊断师”

“师傅， 高处作业安全带没有高挂低用，请

您立即调整……”“师傅， 麻烦你把安全帽下颚

带系紧……”在转炉车间检修现场，党员黄琨正

在现场进行安全监护， 并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

人员违章行为。 在检修现场，党员以身作则，紧

盯检修安全关键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努力营

造安全检修氛围。

检修初期，现场工种交叉作业较多，人员复

杂， 安全监护和施工安全检查已成为车间管理

工作重点。 为确保施工安全顺利进行，各车间党

支部（总支）要求党员落实好安全责任，无论是

管线的更换、设备的维修，还是动火作业、受限

空间作业， 现场负责人安全监护的党员都要认

真检查施工人员劳保是否穿戴齐全、 票据是否

齐全等， 确保施工步步有确认、 过程层层都受

控。 同时，党员还对现场周围开展危险源辨识，

确保安全受控。

紧扣切入点 做攻坚“领头雁”

践行“四个合格”党员，就是在关键时刻冲

得上、打得赢。 今年新系统第七次检修是该厂历

史上最长周期的检修， 也是厂组织架构调整以

来第一次全员参与的检修，检修内容多、组织难

度大、时间紧。 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繁重的检

修任务，全厂党员勇往直前，发挥好“领头雁”作

用，带领职工攻坚克难，全力保障检修工作按计

划稳步推进。

在艰巨任务面前，党员干部就是主心骨。 厂

领导以身作则，关口前移，纷纷深入一线，紧盯

现场，对现场安全因素一一再次排查。转炉车间

党总支书记程亚武在检修现场既当战斗员，又

当指挥员，带领党员在硫酸路口烟道下灰口，清

打板结的烟灰； 硫酸车间负责人刘祖鹏和党员

们一起更换进口膨胀节和分酸器……在检修现

场， 他们左胸上侧， 一枚枚鲜红的党徽格外耀

眼。

在熔炼车间电炉现场， 该车间党总支党员

突击队正在进行清渣行动。 由于电炉是“热修”，

炉顶温度高且空间狭窄。 党员们率先“承包”渣

多、灰厚、难清理的区域。 职工在党员的带领下，

争先恐后地钻进格筛里， 佝偻着身躯展开清理

工作。 大家经过四个小时的努力，将炉顶清理干

净。 当爬出炉顶，党员职工全身已经湿透了，“免

费桑拿蒸得真舒服。 ”他们打趣道。

党员践承诺 做检修“最美人”

党员形象怎么树？“紧紧围绕检修任务目

标，发扬敢打硬仗、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优良

作风，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这是所有参与检修

党员做出的承诺之一。 该厂党委号召党员亮身

份、树形象、展风采，以实际行动为检修做贡献。

澳炉检修是这次检修重点项目之一，涉及高

空作业、受限空间作业、交叉作业，内容多、劳动

强度大、时间紧等困难，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10

月

10日，为确保澳炉检修工作按计划完成，电

解党总支接到协助清理澳炉炉体耐火砖任务后，

党员自告奋勇成立突击队，驰援兄弟单位。 由于

炉体内空间狭窄无法同时作业，他们采取歇人不

歇工，轮流进入炉内清理作业，共清理炉体耐火

砖 50立方米，出色地完成了此次支援任务。“知

道活难干，但该干的时候，必须得干，还要干得

好。 ”中色公司优秀党员、公司劳模、电解车间职

工杨涛这样说道。

保全车间党支部书记明江勇介绍道：“在检

修中， 车间党支部保证每一个检修项目里面有

党员，每一个主要岗位上有党员，每一个检修现

场有党员，让每一个党员都有任务、有担子、有

责任， 让他们在参与检修过程中把党员身份亮

出来，党员形象树立起来。 ”

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形象，正在检修

现场，传递着、影响着。 全厂 600 多名党员主动

作为，用担当、实干的作风，当好攻坚克难的排

头兵， 树立党员先锋形象，“四个合格” 党员形

象，在检修中得到升华。

（鲁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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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

监察机关……”

近日 ，

铜山口矿以中心组学

习、 党组织政治学习、 班组班前会等多种形

式，对监察法进行全文学习。

该矿各级组织对国家监察法的概述、监委

组织构成和监察工作原则等方面进行了集中

学习，学习现场气氛活跃，大家谈了学习监察

法后的看法和认识，表示将按照国家法律，严

守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 紧跟公司和矿党委

工作步伐，深入推进从严治党，融入中心开展

好各项工作，为实现生产经营任务不懈努力。

（徐玉平）

铜山口矿监察法学习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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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炼车间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稀贵厂党委强党建促发展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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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

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

这里！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终于来到了

革命圣地延安，终于明了中国革命成功的

谜底，真正知道了“艰苦成就奋斗”这个浅

显又深奥的道理。

据导游介绍，从地貌而言，延安原本

是黄土高原的“黄”，绿色是近些年绿化的

结果。 大巴上，突然大家惊呼了，原来刚刚

掠过的山坡就是宝塔山，而桥下，两侧可

以行走的窄河床，其间，青青的绿草间，宛

如溪流的就是延河水了。 凤凰山、枣园、杨

家岭到王家坪， 党中央在延安的前后驻

地，一个窑洞又一个窑洞，低矮、简陋、光

线暗，大都室内一床一案一书柜，窑洞后，

一般都有岩石为主体的防空洞。 文字介

绍，在战争年代，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政府

一年要派飞机来轰炸几十次，所有的驻地

都挨过炸弹，现在的窑洞和建筑物基本上

都是后来的复制品。

“心口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

把我眼睛挡住了……”延安于我，既是“圣

地”，又是“谜题”。 延安，红军长征后的“落

脚点”；延安，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

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延安，

1940

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大声疾呼：“中国

希望在延安！”；延安，

1936

年，美国青年记

者埃德加斯诺在此写下了 《红星照耀中

国》。 为什么一批批优秀青年如黄河洪流

穿越封锁线向延安前行？ 为什么，这么偏

远贫瘠的土地会诞生中华民族站起来的

希望？ 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飞机坦

克和大炮？ 为什么同比更具有统治优势的

国民党政权会黯然落败？

脚踏黄土地，走在窑洞间，一个一个

窑洞给了我一个又一个答案。 在延安，阴

冷潮湿窑洞的小油灯下 ，《反对自由主

义》《论持久战》《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

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

求恩》《为人民服务》 ……一篇篇耳熟能

详的巨著点亮了抗战军民的心；在延安，

七大确立了 “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

思想”，确立了“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

党的宗旨；在延安，以“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为荣，“没有枪没有炮没有粮食，我们

自己造”；在延安，爱国侨领陈嘉庚看到

“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

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不由发出感叹；在延安，“三三制政权”作

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 更是引

起海内外广大民主人士的关注， 成为成

立最广大统一战线的“温床”；在延安，抗

大学员衣衫褴褛、营养不良，但却面带微

笑、心存阳光，他们高歌着，“黄河之滨集

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

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

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

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

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在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情不自禁地写下了 “红星照耀中

国”！

“奢靡享受从来就与奋斗相抵触；小

小的窑洞里这些先辈们胸中装着的是整

个世界！ ”我想我知道答案了。 这个时候，

前面突然有人喊 “王健林， 是万达王健

林！ ”我猛一抬头，前面，一脸凝重的王健

林正刚从窑洞里出来。 莫非，他也来寻找

答案，也来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

历史的前进从来曲折坎坷， 于民族，

我们有典故说“多难兴邦”；于个人，有哲

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华民族历

经百难而不倒，在一场场灾难面前更加精

诚团结，更加万众一心，越发斗志昂扬。 同

样，市场竞争如战场，回顾大冶有色

65

年

发展史，从来就没有过一帆风顺，从来就

没有“天上掉过馅饼”。 记得翻阅赵宽铭同

志回忆录，“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也是我

们第一代大冶有色人留给后辈的荣耀和

勋章。 当前，公司发展既有机遇，更是挑

战，“双百行动”经百战方能过关。

“延安行、行延安”，感激公司给了我

一个在革命圣地疗休养、 学习充电的机

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想，落实

“双百行动”，用“艰苦成就奋斗”，这是我

们唯一的岗位选择和人生答案。

（陆军）

10 月 10 日至 12 日， 丰山铜矿开展三季度

党建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 推进党建工作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更好地服务生产经营又

好又快发展。

在对基层党支部的审核过程中， 内审组在

查看文件的分类、党建目标的分解、组织发展、

党风廉政建设、 民主管理等工作是否符合体系

要求的同时， 向基层党支部书记详细了解党员

先进性量化考核、“两学一做”“一支部一品牌”

等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 通过采取提问、查看、

面谈、核实、确认等方法，面对面交谈、询问，查

看文件受控、管理情况和各类记录、资料是否规

范，查看党建工作过程的实施和控制以及自查、

分析和改进情况。

（刘鑫涛）

丰山铜矿开展三季度党建质量体系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