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30

日，矿业分公司加派人手整理

退休职工档案资料，加快社会化移交工作。

按照公司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推进会

关于“落实各项工作与公司全面对接”的要

求，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成立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领导小组，各单位部室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 当天，该矿加派人手对近

1400

名退休职工档案进行信息采集、确认核对、

分类整理，并落实好一人一表登记录入，确

保人员信息不报错不遗漏， 为移交前期工

作做好准备。后期，该矿将按照公司退休人

员社会化工作进度要求， 全面配合整体工

作安排， 为公司做好社会化移交工作贡献

力量。 （吴佳梅）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加快推进

退休人员社会化移交工作

▲

党员用硫代硫酸钠滴定铜的含量。

5

月

7

日，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洗浴

中心职工用绣花机为新进下井员工的工装

绣上编码，为新进下井人员洗、领工装提供

便利。

该矿新进的井下作业人员因工作服无

统一编码，领取时多有不便。该矿洗浴中心

从提升服务质量出发， 特意从工作服厂家

取来同色布料，通过电脑设计，用绣花机在

同色面料上绣上 “单位

-

号码” 的统一编

码，再将绣好的编码缝在工作服上。 同时，

在洗浴中心货架上增加号位，存放工作服。

下井前， 新进井下作业人员凭手中的编码

牌，领取洗净叠好的工作服。 截至目前，该

矿洗浴中心已绣了

23

套工作服。 “绣工装”

的贴心举措， 让新进员工感受到矿山大家

庭的温暖。 （梅晓艳）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

为新进员工“绣工装”

“你们看，咱们电解槽出液口改造后，现在残极率降低了

0.5%

。 ”

5

月

5

日，在冶炼厂电解车间老系统，槽面党小组成

员余林峰在群里发送了一份统计数据。

“呵呵，小小技改就能产生这么多效益，了不起！ ”得出以

上结论，一时间让大伙欣喜不已，党员微信群热闹了起来，没

想到小小技改，可以产生这多效益。

事情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 槽面班在生产中发现，残极

下部溶解过多，而上部溶解较少，造成残极穿孔较大，电流局

部集中，致使单槽槽压升高，导致残极率上升，电单耗加大，

加大生产成本。 “过好紧日子，我们党员不仅要带头干活，更

要开动脑筋干活。 ”车间老系统槽面党小组决心解决这一难

题。

如何既降低残极率，又减少电耗？ 这一难题横亘在大伙

面前。爱琢磨的他们，暗暗跟“难题”较上了劲，他们坚信只要

找准根结，总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对策。 “选择了难题，就要有

攻克的信心，这样才能挖掘生产潜能多创效。 ”党员黄运说。

生产不等人，之后的时间里，槽面党小组成员到现场查

问题，大伙一头扎进现场，找寻解决问题的措施。专注地寻找

着蛛丝马迹，围着现场转了一圈又一圈，跟踪系统运行状况。

终于，大家发现原来是由于部分电解槽老化修补后，槽帮表

层玻璃钢的叠加， 造成阳极板上沿漏出电解液液面过高，使

未浸泡在电解液里的阳极板无法电离溶解。

摸清了问题的症结后，大伙再三合计，便想到这个“土办

法”。 根据电解槽内电解液液面变化情况，按尺寸用

PVC

软

管制作出液口套头， 分别在电解槽出口两端套上出液管套

头，这样能抬高整槽液位，使部分未能溶解的阳极板能有效

得到再次电离溶解，从而降低了电解残极率。 且阳极板面均匀的电离溶解，表面穿孔现象逐渐

减少，从而充分的解决以上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技术改造采纳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残极率降低了

0.5%

，恢复到

控制目标区间，电单耗降低到

308

度

／

吨，月创效

5

万余元。 “这个小改造，真牛！ 系统高效运转

可多亏了你们。 ”小妙招解决难题让职工拍手称赞。 言语间，槽面党小组自豪感藏都藏不住。

“降耗就是创效。 只要不断地创新工作方法，改善现场工艺，就能不断赶超。 ”目前，在岗位

上攻坚创效“亮出名片、立起标杆”已蔚然成风。改善的“火情”在哪儿，党员们攻关就在哪儿，党

员信心满满、干劲更足！ （晨曦 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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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青年文明号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生产管理科技术线

青年文明号现有成员

8

名， 其中青年

5

名。

2019

年该集体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工艺流程

后， 选矿回收率提升至

85%

， 供矿品位达到

0.55%

；积极参与绿色矿山创建工作获得“中

国绿色矿山突出贡献奖”； 协助完成采矿、探

矿、取水等许可证照的延续。

———中国有色集团“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 和黄石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 ▲ ▲

青年文明号

冶炼厂转炉车间青年创新工作室青年文

明号现有青年职工

38

人，该集体秉承“改善

创新 提质增效”理念，以抓产量、抓质量、降

成本为目标，开展技术改造、工艺优化、修旧

利废等工作。至

2019

年底该集体累计获得国

家专利授权

8

项，创新改善成果

500

余项，创

造经济价值

6000

余万元。

青年岗位能手

任鹏博，

30

岁，预备党员，冶金工程师，

现任冶炼厂熔炼车间技术员 、见习副主任 。

该同志积极参与十余个公司 、 厂级技术攻

关项目 ， 实现澳炉安全运行

18

个月以上 。

参与的

3

个

QC

成果获全国

QC

成果发布

赛一等奖，

2

项科研成果获国家专利授权。

青年岗位能手

李立，

30

岁，党员，冶金工程师，现任公

司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该同志

作为

40

万吨项目建设工艺技术组骨干 ，长

期 “

5+2

、白

+

黑 ”，查阅资料 ，撰写报告

10

万余字 ， 对项目的主工艺方案和风险评估

反复思考论证，确保项目的进度和质量。

青年岗位能手

肖柳，

30

岁，高级技师，现任金格公司电

焊工。该同志刻苦钻研电焊技术，参与哈锅大

板梁制作、云南沧澜

70

米井塔安装等重点工

程项目，保持焊接质量“零失误”。 牵头成立

“肖柳技师工作室”， 攻克生产技术难题

25

项，创造经济效益

49

万元。

2019

年被授予湖

北省“荆楚工匠”荣誉称号。

优秀共青团干部

王琳，

30

岁，党员，现任金格公司团委副

书记。 该同志始终聚焦改革、提质增效、创新

发展，立足四个“着力”主动作为，工作上履职

尽责，用心服务，不断创新，寻求突破。深化公

司“五化”团组织创建，强化政治引领；服务中

心工作，开展“青”字品牌活动 ；关心关爱青

年，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 ▲

▲

【编者按】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1

周年，建团

98

周年，公司各级团组织认真组织团员青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服务中心、服务青年，紧紧围绕落实中国有色集团“

321

”发展战略和公司“

1234

”总体思路，主动作为，特

别是在今年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充分发挥广大团员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中国有色集团

2019-2020

年度“五四”评选表彰中矿业分公司铜山口铜矿生产管理科技术线、冶炼厂转炉车间青年创新工作室获评“青年

文明号”，冶炼厂熔炼车间任鹏博、公司

40

万吨项目指挥部李立、金格公司肖柳获评“青年岗位能手”，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团委获评“五四红旗团

委”，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采掘车间团支部、金格公司铁运团支部获评“五四红旗团支部”，矿业分公司铜山口铜矿坑采车间魏星同、冶炼厂稀贵车

间谢顺、公司总部财务部杨泽惠获评“优秀共青团员”，矿业分公司铜山口铜矿露采车间杨晓声、冶炼厂硫酸车间李俊获评“优秀共青团干部”。

在黄石市

2019-2020

年度“五四”评选表彰中，金格公司王琳获评“优秀共青团干部”。

现摘录公司获评中国有色集团“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和黄石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先进事迹。 向青春榜样致敬，为伟大时代点赞，更

好地激励公司广大团员青年坚定信念、不负韶华，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在推动中国有色集团“

321

”发展战略、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打造现代化

铜企业征程中，用奋斗展现青春力量，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希望在新的党员活动室 ‘改造升级’之

后，大家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读书角里，名字总

是出现在光荣榜上，我们一起努力，让这面荣

誉墙挂满奖状！ ”

5

月

8

日，在设研公司检测检

验党支部的党员活动室，试金党小组集中学习

之后，党小组长熊梅瑜拿出新的党员活动室设

计图，还照着图纸畅想着未来。

“我们要争创公司的示范党支部，硬件、软

件都不能落下。 ”党员丰从新接着说，“要成为

示范党支部的党员，我们也要给自己‘装修’，

不断充实技术，做出先锋表率，和荣誉墙上的

奖状一样亮眼！ ”

丰从新的话激励了其他成员，大伙儿纷纷

点头，都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把

自己锻炼成示范标杆， 把支部打造成示范支

部。

检测检验事业部主要的职责是数据分析

检验，直接关系到设研公司产品质量管控与金

属平衡。 支部党员们在化验岗位上追求数据的

精益求精，在党建工作上更是严格要求，要做

就最最好。 在集团公司“三型党组织”创建工作

中，示范党支部创建要求最高，检测检验党支

部当仁不让，以“建设学习示范，打造思想先锋

队；建设技术示范，打造能力先锋队；建设管理

示范，打造高效先锋队；建设攻关示范，打造创

新先锋队；建设服务示范，打造奉献先锋队”的

“五建设五打造”为主要内容，努力打造示范党

支部。

创品牌，树制度，让党员职工心往一处想

创建示范党支部，首先就要做一个合格的

党支部。 怎样才能称为“合格”？ 在设研公司副

总经理、支部书记施小英看来，党支部各项基

本制度的落地， 是创建示范党支部的首要条

件。

支部详细梳理了组织生活会 、 “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的制度，并且，

制定了党员学习制度，每位党员对照制度制定

了个人学习计划，支部将所有制度的落地和党

员学习的落实，纳入台账管理之中，定期检查，

严格考核。 支部不仅组织政治理论学习，还开

展“每周一题”“每月一讲”“每季一赛”，党员骨

干深入到岗位， 为职工进行化验理论知识授

课，通过专业技术学习，提高职工队伍的业务

能力和整体水平。 通过学习，大家心齐劲足，以

更加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工作任务。

创业绩，树标杆，让党员职工劲往一处使

把党建更好地融入中心工作， 做出实绩，

树起标杆，是创建示范党支部的重中之重。 检

测检验党支部紧紧围绕“化验数据

53

万个，化

验数据准确率

99.5％

，化验数据及时率

99％

，

化验数据复检合格率

≥85％

” 的目标任务，根

据

4

个党小组党员的岗位特点，分别制定了相

应的创建计划，让大伙儿围绕同一目标，劲往

一处使。

为了更有计划地过“紧日子”，试金党小组

和仪器党小组都抓住“成本”二字，发动党员立

足岗位，节能降耗。 试金小组从生产流程、材料

消耗和设备维护三个方面入手，党员们认真操

作，努力降低分析结果复查率，提高坩埚二次

利用率，延长试金炉使用寿命。 仪器党小组则

以大型仪器的高效运转为切入点，党员们通过

改进分析方法、优化操作流程、加强班组成本

管控等来实现节能降耗。

创亮点，树形象，让党员职工智往一处谋

检测检验党支部紧密结合出精准数据这

一亮点，打造党建品牌，努力做有特色的示范

党支部。 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支部制定了更

加精准的党员职工帮扶计划。 支部党员比例达

到

48％

，党员比例高，结合这一实际，支部制定

党员职工“一对一”帮扶计划，关心帮扶对象的

思想和生活，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不仅如此，支部积极打造创新团队，在标

准起草上，检测检验事业部每年都有多项标准

获得全国有色金属技术标准委员会和行业协

会的奖项。 在支部的引导下，党员利用空余时

间，牵头、参加各项国家

/

行业标准的起草，让

大家更熟悉标准起草基本过程， 锻炼了队伍，

职工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智往一处谋，在实

践做标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找到正确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了公司知名度。

（刘欣杰）

———设研公司检测检验党支部争创示范党支部侧记

5

月

5

日， 机电修造公司对办公区域

开展了防疫全面消毒工作， 这是该公司落

实防疫工作不松懈的又一有力举措。

本次防疫全面消毒工作共分为两个方

面， 一方面由冶炼厂保全车间成立的清洗

小组对空调进行专业防疫消毒， 通过清洗

空调外壳、过滤网、冷凝蒸发器等，对空调

进行全面专业的消毒， 有效杜绝了病毒的

滋生和繁殖； 另一方面由值班党员自发对

公共厕所和会议室等公共场所进行清扫和

消毒工作。本次全面消毒工作，不仅节约了

成本，提高了空调的效率，体现了“过紧日

子”的思想，而且为职工营造了一个健康舒

适的办公环境。 （王建林）

机电修造公司开展办公区域

防疫全面消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