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来临之际，

1

月

16

日，冶炼厂领导班

子成员分别走访慰问结对帮扶的困难职工 ，

为他们送去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在走访慰问中， 该厂领导与困难职工交

谈，询问了家庭生活 、个人身体状况 、子女学

习等情况，了解职工当前困难，为他们排忧解

难，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乐观生活 ，有困难及

时向组织反映，厂、车间两级党组织将尽最大

努力给予帮助。 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支持公司、厂改革发展 ，立足岗位做好表率 ，

同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物资。

（鲁方昆

)

又讯：

1

月

16

日至

17

日， 矿业分公司领

导班子成员分别到困难职工、 困难党员家中

走访慰问，为他们送去组织的温暖。

矿业分公司组织精心开展 “送温暖 ”工

作，详细排查困难职工 、困难党员数据信息 ，

做到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该公司领导班子带

头行动，深入到困难职工 、困难党员家中 ，送

去慰问金以及米、油、年夜饭等慰问物资。 每

到一处， 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都与困难职工

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情况，了解生活实际

困难，鼓励他们坚定信心，树立克服困难的勇

气，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秦霄）

又讯 ：近日 ，金格公司组织对困难职工 、

困难党员、困难退伍军人、困难退休职工走访

慰问，累计慰问

200

多人次。

慰问中， 金格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

队来到慰问对象家中， 给他们送上了慰问金

及慰问物品。 金格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与慰问

对象交谈， 对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的业绩

给予肯定， 并感谢职工家属给予他们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 在询问慰问对象家庭生活情况

后， 金格公司领导班子成员鼓励他们要树立

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组织会想方设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黄海波）

公司各单位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党员

“在崭新的

2020

年，你有什么愿望，大胆说出来……”

1

月

11

日，在冶炼厂

电解车间第二党支部支部大会上， 支部书记高玉利号召每名党员在学习记录

本上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愿望是我们每个人的奋斗目标

,

年底我们每个人把

自己的新年愿望实现了

,

就是一年里最大的收获。 ”

“借用现在最火的网络词‘爱它就盘它’，我的新年愿望是把设备‘盘’好，设

备好了，生产就顺了，咱们提升机组开动率就不愁啦！”机组班班长、党员黄志刚

说道。黄志刚平时把设备当成宝贝，通过强化设备巡检、精细维护保养和提升员

工排障能力，确保机组设备安全高效运转。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们班电解生产指

标较往年有了一定提升，这也是对咱们辛勤劳动最有力的肯定。 今年我的新年

愿望，还是那句老话，撸起袖子加油干，让我们的电解生产指标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槽面四班班长、党员杨鹏的话实在，引来了一片点赞声。

“新的一年里，我要认真学习，努力钻研，我的愿望是能考上冶炼工高级技

师……”

“我的愿望是依托车间的职工创新工作室，针对生产经营实际，积极开展课

题攻关活动，争取获得一到两个成果……”支部党员纷纷道出了自己的新年愿

望。

“我的愿望是围绕生产抓好党建，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 党支部书记高玉利

说，第二党支部将围绕服务生产经营这一中心抓好党建工作，把党支部建设成

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深入开展党员先锋岗、

先锋机台等活动，努力提升党员队伍的执行力、凝聚力、战斗力。

一个个新年愿望，虽只有寥寥数语，但都饱含着党员对新的一年美好憧憬

和期盼。 新的一年，电解车间第二党支部党员决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各自

岗位上展现出新担当、新作为，争做出彩有色人！ （邓小辉）

———冶炼厂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纪实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机运车间党总支推进党建工作纪实

2019

年 ，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机运车

间党总支紧密围绕中心工作

,

立足安全高

效运行 、着眼优化提升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年共完成

114.14

万吨提升量 ，发动 “红色引擎 ”，焕发

了基层党建新活力。

准，融入中心不偏移

保持流程畅通 、设备安全 ，是铜绿山矿

机运车间生产中的重中之重。该车间党总支

围绕这两项工作 ， 冲锋在现场 ， 勇啃硬骨

头。

2019

年

6

月份 ，由于原矿品质差 ，导致

流程不畅。该车间党总支成立现场流程诊断

小组 ，组织管理人员 、值班长在负

452

装载

站、 负

785

破碎站关键岗位的流程疏导、处

置工作，实行

24

小时轮班现场蹲守，有效减

少流程停滞时间。提升生产一班

7

月份提升

量达到

11.2

万吨，创当时最好纪录。

作为设备“大户”，该车间党总支积极主

动推进设备精益管理，修订优化了设备基础

档案和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标准 。 同时 ，在抓

好岗位操作人员一级点检维护的基础上 ，重

点制定和完善了值班长 、维修人员和车间管

理人员的点检标准 ，督促各级管理人员共同

抓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 ， 并在混合井主 、副

提升卷扬制作安装了两块设备点巡检看板 ，

做到“目视化”标准管理。 党总支在推行设备

零故障过程中 ，边实践边总结边提升 ，把好

的做法好经验上升为制度机制 。 全年 ，车间

设备可开动率达

99%

，为完成全年提升任务

立下汗马功劳。

暖，为民服务解难题

在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中 ， 该车间党总支坚持为民服务解难

题，为职工群众办实事、暖人心。

该车间党总支通过深入班组现场调研 ，

把解决生产班组实际问题放在首位。 为解决

负

785

破碎站值班室噪音 、粉尘问题 ，组织

党员 、积极分子运送泡沫砖

100

余块 、水泥

20

余包 、沙

50

余袋 ，在距离破碎机

20

米弯

道安全部位 ，进行移位 、修葺 ，

7

天时间投入

人工

42

人次 ，完成了新休息室的建设 ，空调

等电器安装到位 ，大大改善了职工的作业环

境。 同时对副井大、小罐地板塌陷、腐烂进行

了更新 ；在主井三楼 、负

425

卸载站开凿吹

矿口 ，解决职工因矿仓口粉矿堆积难清理的

问题 ，减轻职工劳动强度 。 对副井口进行路

面硬化，解决重载平板车上 、下罐笼难问题 ；

给主井、盲主井卷扬操作室 、负

812

和负

452

米装载站 、副井井口信号室的操作岗位更换

一批工作椅……特别是在负

812

米进行局部

通风改造 ，清理巷道堆积垃圾

40

多车 ，作业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得到基层职工的一致好

评。

该车间党总支通过各个渠道征集报送的

问题 ，进行合并梳理 ，对暂不能及时解决的

问题汇总形成主题教育专项问题整改工作

台账

6

项，定内容、定措施 、定时限 、定责任 ，

实行问题整改问责制和销号制 ， 并上墙公

示，接受监督。

真，降本增效出实效

在车间党总支开展的降本增效主题特色

工作中 ，通过修旧利废降成本 ，优化主扇通

风开机时间降能耗，取得了实效。

机运车间是用电大户， 怎样尽可能降低

电耗 ？ 该车间党总支组织管理人员 、值班长

围绕“削峰填谷降单价 ”召开专题研讨 ，在确

保满足矿料提升的前提下合理调配 ， 将排

水、通风、供风用电安排在平段和谷段。

1

至

5

月份 ， 车间总电单价控制在

0.51

元

/

千瓦

时，比预算下降

0.11

元

/

千瓦时，能源上节支

创效

92

万元。 同时，该车间总支指导各支部

发挥党员群众的智慧 ， 再找项目上措施 ，开

展 “结合供风风压 ，合理调配空压机开机台

数”“降低压风冷却水费用 ” 项目立项攻关 。

在压风冷却水用量上下功夫 ， 实行循环利

用 ；对井下供风量风压实时监控 ，及时调配

空压机开机台数 。 同时 ，针对矿山井下喷浆

时间和打眼延时供风耗用能源成本 ，该车间

党总支结合供风时间与安全生产需要 ，调整

供风时间 ，将井巷公司 、采矿车间下喷浆料

时间改与采矿打眼时间同步 ， 每天可节约

2.5

小时供风时间 ， 可降低供风能耗

476

千

瓦时 。 此举措可提高井下人员作业安全 ，全

年节约成本

24

万余元，可谓“一举双得”。

找准了主攻方向、 带动了队伍、 锻炼了

党员、实现了创效、彰显了活力。

2019

年，机

运车间党建与业务实现了双提升。

（周静 梅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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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1

月

7

日，在冶炼厂转炉主厂房作业的职

工发现 ， 主厂房边的栏杆换成了带反光条的

栏杆 ，这种栏杆不但美观 ，也易清洁 ，更利于

夜间作业。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 ， 冶炼厂党委着力解决职工关切的厂区环

境问题 ，不断改进现场环境 ，打造让职工满意

的清洁文明工厂。

2019

年

12

月

5

日 ，在冶炼厂党委领导班

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

该厂主题教育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第一巡回督导组的高度评价 。 厂党委班子成

员将督导组的肯定当作鞭策 ，认真梳理问题 ，

认真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 ， 继续推进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

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 ，厂

党委和班子成员率先垂范 ，当好 “领头雁 ”，带

头学理论 ，带头下基层 ，带头查问题 ，带头定

措施 ，带头抓落实 ，以 “四个落地见效 ”的标

准，扎实落实主题教育 “四个贯穿始终 ”，做到

边学边改，立行立改，真抓真改。

学用结合聚主题

冶炼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牢牢把握“守初

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总要求 ，始终聚

焦主题主线 ，按照 “四个对照 ”“四个找一找 ”

的要求，认真部署调查研究工作。

主题教育期间 ， 厂党委组织党委中心组

（扩大 ）学习

3

次 ，厂党委班子进行闭门集中

学习

49

课时， 开展集中研学

3

次。 厂党委班

子成员学用结合 ，学以致用 ，带着课题下基层

调研 ，找出职工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根源 ，每

位班子成员紧密联系实际 ，边学习 、边思考 、

边对照自查 ， 从思想上树立了自我剖析的勇

气和自觉。

立行立改查问题

厂党委紧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找准问

题症结 ，理清问题思路 ，厂班子成员坚持把自己摆进

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 ，用群众满不满意 ，

认不认可来检验问题整改的成效。

厂党委通过召开座谈会 、发放征求意见表 、个别

访谈等形式，广泛听取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

表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厂领导班子成员还坚持“开

门纳谏 ”，不仅相互提意见建议 ，还在挂点支部党员 、

分管战线征集意见建议 ， 厂领导班子共梳理问题

44

个，班子成员共梳理问题

193

个，问题清单上墙公示，

接收监督。做到能解决的问题，当场回复，暂时不能解

决的，向职工说清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及时反馈进

度。

真抓实干解难题

厂党委班子成员同职工群众想在一起 、 干在一

起，真抓真改，将问题清单逐一整改销项。

职工提出的后勤服务问题， 厂党委高度重视，进

一步改善了节假日食堂饭菜质量和澡堂服务质量；围

绕作业环境问题， 厂对排班室和操作室进行修缮，开

展全厂范围的现场环境整治工作；对困难职工、党员、

青年进行重新摸底 ，根据个人家庭的特殊情况 ，量身

定制帮扶方案。 针对综合治理问题，厂规范了停车场

管理 ，加强了厂区门禁管理 ，保障企业财产和职工人

身安全。 同时，厂党委还充分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发动党员干部带头帮助、服务职工。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全厂各基层组织解决职工各类工作生活难

题百余项。 （文

/

刘欣杰 图

/

鲁方昆）

1

月

9

日，公司驻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扶贫工作队一行三人 ，分别到村民

家中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活动，让村民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慰问活动中 ，扶贫工作队负责人分别到

3

位患大病的村民家中 ，与村民拉家常 ，询

问他们出院后身体状况 、家庭生活和收入情况等 ，叮嘱他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照顾好自

己的生活 ，鼓励他们振奋精神 ，积极面对眼前困难 ，并向大病特困户发放慰问金和慰问

品。 此外，扶贫工作队还慰问了

80

户村民，为他们送去了大米、面和食用油等物资。

2019

年 ，公司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扶贫的出发点 ，帮助文峪河村实施了兴建广

场、安装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督促指导茶叶专业合作社，

规范茶园的日常管护 ，解决茶叶销路问题 ，增强贫困村民 “造血 ”功能 ，让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 （李大明 李俊红）

简 讯基

层

▲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党组织解决生产难题。

▲

▲

推进设备精益管理。

■

近日，冶炼厂各单位相继组织新进厂大学生、职工开展迎新春座谈会，

了解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尽快融入工作环境。

座谈会上，新进厂大学生、职工分别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结合自己入职

培训、实习过程、岗位职责等方面情况，畅谈了自己工作的收获与感悟，并对

新一年工作进行了展望，表达了将珍惜岗位、刻苦磨砺

,

不断成长进步的意愿。

各单位有关负责人就新进厂大学生、职工所关心的问题和存在的疑惑，逐一

进行了解答，在充分肯定他们入职以来的工作表现的同时，鼓励他们珍惜岗

位，虚心学习，踏实工作，为该厂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鲁方昆）

■ 1

月

14

日，金格公司召开主题为“牢记初心使命、传递金格温情”的青

年人才座谈会，该公司相关领导在会上与青年们亲切交谈，并对他们提出殷

切希望。

座谈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重要讲话精神，随后在场青年观看

了青春励志短片 《焊接工人火花般的梦想》。 大家就自己入职以来的工作感

受、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对公司改革发展纷纷发言。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肯

定了公司青年为公司改革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希望青年们勤奋踏实学习、坚

定理想信念，立足岗位实干。 （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