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鹏在谦比希铜冶炼公司与技术人员完成

制氧站调试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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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感恩公司，感谢公司领导，我这条命是

公司帮我捡回来的啊！ ”

4

月

29

日，在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的机电修造公司职工陈鹏，在

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如是说。事情缘由还得

从去年说起……

一个机会

2019 年 6 月，陈鹏得到一个去外面看世

界的机会。 在中国有色集团实施“走出去”战

略中，机电修造公司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 组建一支 40 多人的队伍前往非洲赞比

亚谦比希铜冶炼公司建造制氧站。 陈鹏被列

入名单之内，并且担任工程管理队长，负责

中小型维修项目，保障现场安全施工和日常

生产。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陈鹏一开始觉

得“闯非洲”可以见见世面，获取一份不错的

报酬，做一段时间回来跟人吃饭聊天时也是

个不错的“谈资”。 等真正踏上了非洲这块土

地，随着工作的推进，陈鹏学到了不少知识，

受益匪浅，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身在异

乡，个人与企业就成为了荣辱与共的

一体，“我们的言行和能力直接影响

企业的形象，所以要对自己更加严要

求，把工作干出亮点来，千万不能给

公司丢脸。 ”陈鹏心中的企业荣誉感

油然而生。

同时，“大非洲”给了“小职工”更

大的发展平台，更多的发挥空间。 陈

鹏时常问自己，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

中， 应该怎么做好工

作？自己的个人价值要

如何体现？他把问题带

入工作中，分析自己在

市场竞争中的优劣势，

用实践检验自己的能

力。在公司“一带一路”

倡议和“走出去”的伟

大实践中，陈鹏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与其

他同事们一起，在远方重负前行，勤奋耕耘……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去圆

心中的梦想。 ”当下的努力，让陈鹏对未来有了

更多的信心和期盼。

一颗真心

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意外却先一步到来。

2019 年 10 月 26 日，陈鹏在去工地上班的途中，

突然昏倒在地。 工友将他送到当地医院，诊断为

脑出血，身体半身偏瘫。

这一个“晴天霹雳”无疑给陈鹏的身心带来

了沉重一击。 非洲赞比亚当地的医疗水平无法

满足治疗需要。 时间和治疗，就是生命。

危急时刻，企业是职工最坚强的后盾。 职工

以一颗真心对企业，企业亦是一颗真心对职工，

企业和职工“血脉相连”。 机电修造公司领导班

子在第一时间得知陈鹏的情况后， 立刻找北京

专家咨询急救法， 紧急联系赞比亚当地管理人

员为陈鹏找主治医生，并送去急救药品。 当时，

赞比亚全国一共

只有 6 瓶相关急

救药品，全部用于

陈鹏的治疗中。 尽

管如此，药品依然

不够。 机电修造公

司领导班子一边

将陈鹏的病情资

料传给北京医疗

专家，确定救治方

案，一边联系北京

医院购药，托人去

赞比亚为陈鹏送

药。

机电修造公

司领导班子深谙

陈鹏的病情在非洲多待一天， 就多延误一天的

治疗效果，可是因陈鹏病情严重，航空公司不同

意登机， 该公司领导班子只能密切关注陈鹏的

病情发展， 全力为他在当地医院提供帮助。 同

时，一直努力联系陈鹏回国机票事宜，终于，一

个月后，陈鹏“回家”了。

一声道歉

1 月 20 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走

进陈鹏的家中，“你在国外生病，我们很挂念。 ”

“对不起，我给组织添麻烦了！ ”陈鹏开口的

这一声真诚的道歉， 深深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

内心。

陈鹏不善言辞， 这一声道歉承载了他所有

的情感，对企业倾力救助的感激，对自己未能完

成组织交代任务的遗憾， 对公司花费在他身上

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损失”的愧疚……

翟保金仔细询问了陈鹏的身体情况， 对他

在赞比亚勇于开拓市场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赞

誉，叮嘱他要好好保重身体，加强锻炼，争取早

日康复回到工作岗位。 亲切的关怀汇聚成爱的

暖流，温暖着陈鹏一家人的心。

现如今， 陈鹏在黄石中心医院做康复治疗

中，已经从左手、左脚不能动恢复到可以抬手抬

脚了，现在正在练习走路，预计半年到一年时间

身体可以康复。 陈鹏说，这一次生病，很苦，但是

苦中却有“一勺糖”，那就是公司给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等我病好了，如果还有‘闯市

场’的机会，我希望还能去，完成未完成的梦想，

回报企业对我的恩！ ”

编后语：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把企业和个人的梦

想通过奋斗紧紧连在一起， 这是最有温度、最

有力度的动员。 在“走进非洲”中，像陈鹏这样

的职工还有很多 ，从他们身上 ，能够感受到劳

动的热情和奋进的力量，这是大冶有色人实现

对业主承诺的力量，是大冶有色推动行业发展

的力量，是国际化道路上，大冶有色扬帆海外、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力量 ！ 而力量的源

泉，是职工与企业铸就了“命运共同体”。

（何婷婷 王建林）

冶炼厂党委组织党员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历史的画卷， 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

展； 精彩的华章， 总是在接续奋斗里书

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

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回眸熔炼车间 2019 年的“运行轨

迹”，也许你会好奇，是什么让熔炼人在

生产经营和提质增效挑战面前信心百

倍？是车间班子成员自信的眼神、是党员

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职工顽强的斗志。当

你驻足在热情如火的澳炉、 当你静坐在

喧嚣吵闹的会议室里、 当你走过党旗飘

扬的现场，你就能找到答案。

务实重行 克难攻坚勇挑重担

2019 年面对各种压力， 该车间全年

精矿处理量和矿产粗铜产量再创新高，

煤耗、电耗等综合能耗指标进一步下降，

澳炉系统开风率、小时处理量、放铜量等

多项生产指标创纪录。 每一项指标的完

成，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是干部职工

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克难攻坚的具体体

现。

如何激发职工“潜能”、发挥出生产

系统的“效能”？该车间集思广益，通过抓

好“班组横向协同”这条主线，在班组推

行“精矿处理量计件考核 + 增利绩效考

核”激励模式，将精矿处理量任务、放铜

任务、煤电氧重点成本控制指标，分解至

班组，延伸至岗位，形成了“一班一表”

“一班一总结”的生产模式，使职工收入

日清日结。“在这种生产模式下，我们能

及时知道当天赚了多少钱， 使我们在生

产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提高产量，增加收

入。”澳炉大班职工说道。同时，该车间鼓

励职工技术、经验共享，将岗位上的工作

经验、设备维护方法、安全措施、故障处

理技巧等，进行相互交流学习探讨，取长

补短，让职工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成

长。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充分激发职工紧

盯目标，精准发力，充分咬合，形成你追

我赶的工作激情， 确保整个系统安全稳

定高效运行。

设备稳定运行是保障正常生

产的基础。该车间牢牢把住系统开

风时率这个“牛鼻子”，以构筑设备

维护“连心桥”为抓手，通过全面梳

理，把可能影响澳炉开风时率的设

备全部纳入核心设备一栏，并在现

场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设备运行

状况。 同时，该车间成立了专业设

备点检小组，加大核心设备维护保

养力度和巡检频次，规范操作工的

点巡检，建立设备点检群，对巡检

过程中发现的设备故障，第一时间

以图片形式反馈到维修“快线”，详

细说明设备故障地点、类型以及可

能产生的原因，为维修人员提供图

文并茂式第一手资料，方便维修人

员快速制订故障处理方案，节约时

间，为生产赢得主动。 去年澳炉系

统开风率达历史最好水平， 有力保障了

冶化生产的稳定运行。

勇创佳绩 强化全员创新意识

《提高澳炉喷枪使用寿命》QC 成果

获得全国发表赛优胜奖、 中央企业发表

赛一等奖，小组连续第八次被评为“全国

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澳炉余热锅炉辐

射室冷灰斗改造的实践及应用》，获得公

司“十佳创新项目”，并唯一代表黄石市

获得省工会“优秀合理化建议”荣誉……

一项项技术创新的成果、 一个个沉甸甸

的荣誉， 都是干部职工智慧与汗水的结

晶。

澳炉技术含量高，工艺链长、过程控

制复杂，如何最大化发挥出设备的潜能？

该车间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 通过技术

交流、岗位练兵、导师带徒和精益改善竞

赛等活动，引导和激励职工立足岗位，改

善创新。每月组织召开一次技术交流会，

针对近期入炉矿源成分复杂、澳炉炉寿、

提氧浓操作、电炉炉结及渣含铜的控制、

技术改造等，进行交流、分析、探讨，为干

部职工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提炼技

术成果、总结工作经验。为进一步提高主

操操作技能和创新意识， 该车间推陈出

新，实施岗位互换，让澳、电炉 8 个生产

班组主操轮班交流学习， 结合所在班组

操作特点，促进各项生产指标不断优化。

同时，该车间以工艺调整为切入点，

送书到岗位，号召岗位职工围绕“提高澳

炉炉寿”“降低煤耗”等设立攻关项目，加

强业务学习，储备专业技能知识，积极参

与、运用到技术创新工作中。截至目前澳

炉第八炉期平稳运行了 18 个月，实现三

年两修既定目标； 澳炉富氧浓度同比提

升 10%， 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 澳炉煤

耗、电炉电耗均创历史新低；开展提高澳

炉枪寿的研究 ， 喷枪枪寿同比提升

100%，最高创造了 13 天的使用纪录……

凝聚力量 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红色因子”涌动生产现场，“红色力

量” 激发蓬勃动

能。该车间党总支

始终把党建工作

融入生产经营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提升党组

织战斗力，为生产

注入强劲动力。

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该车间党

总支打牢“学”这

个基础，以“主题

党日”“党员三日”

“三会一课” 等形

式，深入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组

织党员学习党章、

党规、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讲话精神

等， 纂写心得体

会。党总支委员每

周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等，增强党

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使命和担当，把牢思想总开关。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坚决打通生

产经营最后一公里！ ”该车间党总支持续

激发“做”这个关键，将党建工作切实融

入现场、融入岗位，不论是在检修、义务

劳动等克难攻坚现场， 还是在艰苦岗位

等岗位，都能看到党员冲锋在前。“对标

提升先锋赛”“四级先锋赛” 等一系列主

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切中生产要害。通过

开展党员“每月一星”评比，使党员在关

键岗位、关键工序、关键时刻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广大党员职工立足岗位，围绕车

间重要生产指标，集思广益，高质高效完

成各项工作。他们胸前红色的党徽，被汗

水映得更加闪亮。 (

鲁方昆

)

导读：

“你在国外生病，我们很挂念。 ”“对不起，我给组织添麻烦了！ ”

1

月

20

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来到困难党员陈鹏家中慰问，两人简单的一句对话，深深触

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内心。

陈鹏不善言辞，这一声道歉承载了他所有的情感，对企业倾力救助的感激，对自己未能完成组织交代

任务的遗憾，对公司花费在他身上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损失”的愧疚……

“等我病好了，如果还有‘闯市场’的机会，我希望还能去，完成未完成的梦想，回报企业对我的恩！ ”

机电修造公司职工陈鹏:

非洲闯市场 深感企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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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矿业分公司铜绿

山矿选矿车间党总支组织党员 、

入党积极分子在尾矿库开展 “迎

五一 、亮身份 ”坝面环境整治主

题党日活动。

当天上午 ，党员 、入党积极

分子等

50

余人来到该矿尾矿库

进行环境卫生整治。 大家首先对

坝面所有排水沟渠进行疏通清

理 ，确保排水通畅 。 排水沟清理

完毕后 ， 全体人员一字排开 ，从

坝体北面至坝体南面 ，地毯式收

割清理坝面杂草 、杂物等 。 整个

活动持续了近

3

个小时 ，此次活

动是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向 “五

一 ” 国际劳动节献上的一份礼

物。 （李从尧）

矿业分公司

铜绿山矿选矿车间

党总支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

为激励公司第三期管训班学员在学习 、 抗疫 、工

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公司管训班党总支在学员中

开展“比学习、 当先锋、作贡献”先进典型评比活动。

管训班开班

3

个月来，在党总支和职教中心的带

领下 ，广大学员在线上线下的 “学习战场 ”勤奋学习 ，

在没有硝烟的 “抗疫战场 ”无私奉献 ，在形势严峻的

“生产战场”调查研究，党员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 为

了弘扬学员们的学习精神、战斗精神、奉献精神，管训

班党总支开展学习明星、管理明星、服务明星、文化明

星、守纪明星、抗疫先锋、宣传积极分子等先进典型评

比活动。 目前已评比出

2

至

4

月份各类先进典型。 通

过先进典型示范引领 ，传播正能量 ， 激发起广大学员

打造现代化铜企业的奋进热潮。

（管训一班 徐芳玲）

管训班党总支开展

“比学习、当先锋、作贡献”先进典型评比活动

4

月

24

日 ， 黄石和润有色医院向冶炼厂捐赠防

疫药品一千余盒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 该厂党委负责

人代表该厂接受捐赠。

疫情防控期间，该厂多次接到黄石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定点医院———黄石和润有色医院的求助。 该厂立

即行动 ，在协调好生产情况下 ，组织精干力量协助医

院做好过氧化氢卸车 、转运等工作 ，确保污水处理达

标排放。 还向医院捐赠南瓜、辣椒等蔬菜，并组织职工

帮助卸车 。 此次 ，黄石和润有色医院副院长吴振华代

表医院向该厂捐赠了一千余盒防疫药品。 该厂与黄石

和润有色医院互济互帮 ，协力同心 ，为打赢抗疫 “阻击

战”携手共进。

（鲁方昆 黄冬来）

黄石和润有色医院向冶炼厂捐赠防疫药品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到陈鹏家中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