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地携手共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0

月

23

日， 在矿业分公司铜绿山

矿采矿车间供矿支部党员活动室，黄石

市应急管理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与供矿

党支部共建开展 “践行初心使命 、服务

企业发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该矿供

矿、安环和生产党支部党员代表参加了

此次共建活动。

此次 “践行初心使命 、服务企业发

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

机关第三党支部书记主持，活动包括重

温入党誓词 、集中缴纳党费 、集体诵读

《党章 》、观看示范党支部视频 、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开展研讨

等六个方面内容。双方党员在交流学习

中增进了解，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把

初心和使命融入安全生产管理中，换位

思考 ，加强沟通合作 ，企业要更好地履

行安全生产责任，政府机关要以优良的

作风服务企业发展。

（梅晓艳 周志刚）

▲

设研公司党委开展月度党建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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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党员一面旗 ， 一个支部一个堡

垒。 晟祥公司生产党支部围绕生产经营

目标将党建工作目标任务细化量化到

生产经营各个主要环节 ，支部积极开展

以 “一个党员一面旗 ，三抓三提树红旗 ”

为主题的 “三个一 ”特色品牌活动 ，进一

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提升党支

部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2019

年 ，晟祥公司生产党支部完成

铜杆产量

16

万吨，与上年相比增长

8%

，

产品一级品率达到

71%

， 与上年同比增

长

10%

， 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和质量目标

任务。 这一组组飘红的数据背后凝聚着

生产党支部

13

名党员的智慧和汗水。

SCR7000

型连铸连轧生产线从美国

南线公司引进 ，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低

氧光亮铜杆生产线。 但这条“洋设备”生

产线来到黄石后很快出现了 “水土不

服”，设备故障频繁出现。 制造部经理陈

迪望 、党支部书记明亮带领党员骨干与

“洋设备 ”较上了劲儿 。 如何解决 “卡脖

子”的问题？ 陈迪望下定决心，外国人能

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一定能解决 。 他和

党员骨干一道 ， 经常深入生产现场 ，共

同讨论研究生产设备难题 ，对不能解决

的问题 ，他积极与设备厂家沟通 ，查资

料 、看图纸 、想办法 ，制定解决方案……

直到难题解决为止。

经过近四年的生产运行 ， 党员骨干

们在生产线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维修方

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取得了一定的进

步 ，但离真正掌握这条生产线依然还有

一定差距 。

2019

年以来 ，几位不服输的

年轻人开始了 “

930

”生活———每天

8

时

上班后，到

21

时

30

分才下班，连续几个

月几乎天天如此， 没有节假日、 更没有

周末。 对出现问题的设备， 他们一个零

件一个零件地拆解 、测绘 、设计 、制图 ，

研究工作原理和结构， 各种资料堆得足

有

60

多厘米高……他们先后解决了铸

机冷却水自动控制不稳定、 加料系统运

行不稳定、 润滑油站油温报警、 自动打

包机故障频繁等影响生产的一系列重点

难点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家战胜

困难的决心终于驯服了如 “拦路虎 ”一

样的 “洋设备 ”，实现了生产线的长周期

连续稳定运行。

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 ， 示范是最鲜

明的垂范。 生产党支部结合生产特点进

一步完善 《工艺纪律检查考核办法 》，对

加料配比 、铸坯温度 、进轧温度 、蜡液浓

度等关键工艺指标调整优化， 并完成软

化水系统的更新改造以改善铸机水水

质 。 如今 ，铜杆表面质量 、氧含量 、延伸

率、 扭转性能、 电阻率等质量指标逐步

提升，一级品产量得到稳步提高。

艺痴者，技必良。谈及与“洋设备”较

劲儿的过程 ， 生产党支部书记明亮认

为， 离不开大冶有色公司创新驱动战略

在基层广泛而深入的实施 。 “尤其是近

两年， 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在我们支部

已经形成了浓厚的氛围。 无论是党员骨

干还是一线职工， 几乎每个人都在想着

生产流程如何进一步优化， 设备如何提

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还有哪里可以进行

小改造、小革新、小发明。 创新工作室的

技术骨干们带领大家实施各种技术革新

和创新创效项目。 可以说， 创新已经成

为我们企业的灵魂。 ”

（占亚芬）

——— 设研公司党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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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10

月

29

日，设研公司党委开展月

度党建工作检查 ， 各支部对党建日常

工作进行自查， 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到

基层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漏补

缺，促进支部基础工作更加牢固 ，品牌

活动更具特色。

每月自查 ，及时整改 ，不断完善 ，

体现了对党建工作严谨、负责 、认真的

态度。 设研公司拥有党员

96

名 ，占在

岗人数的

50％

以上 ， 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党员有

75

人 ，技术人员的党员比例

高达

80％

。 公司党委树立一切工作到

支部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 ，

将党建工作融入科研、技术工作之中 ，

基层支部党建工作做到“高标准 、严要

求 、多样化 ”，充分发挥党员在岗位中

的专业技术优势和带头引领作用 ，基

层堡垒更加坚固，示范标杆不断涌现。

高标准打造党建品牌

公司技术人员比例高 ， 大家都是

行业中的专家，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对

党建工作也是严谨严格 。 如果党建活

动内容不扎实，特色品牌内涵不丰富 ，

大家是绝对不认可的。

设计咨询党支部 “创绿色环保 、创

高质高效、创先进一流”的三创特色品

牌活动，既涵盖工作范围，又点题工作

要点。 第一个“创”，创绿色环保，就是

紧跟市场的体现 。 随着国家对工程的

环境要求越来越高 ， 支部积极主张在

工程设计中，推广绿色环保新工艺 、新

产品、新技术。 通过科学化的设计规划

与管理 ，不断完善融入绿色 、生态 、环

保的设计理念，以更好地赢得竞争 、赢

得市场。

检测检验党支部在创建示范支部

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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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把

党员凝聚成技术、创新等多个先锋队 ，

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严要求进行党员考核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单位 ， 不论对

工程设计的把关 、 对技术服务的要求

还是对行业标准的制定，都极为严格 。

党员考核面对面、实打实 ，和对待科研

工作一样严谨严肃严要求。

年初 ， 每一位党员都结合自己岗

位，签订了一份党员承诺书 ，接受职工

群众的监督；基层支部严格对照 “四个

合格”， 开展党员先进性量化考评工作

和党员“每月一星”评选，并且，支部对

考评靠后的党员， 还建立了帮教台账，

“分管领导

+

支部书记

+

支委委员”与党

员结对，帮助党员提高党性修养 ，向先

进靠拢，向标杆看齐。 每个月的党员明

星评选事迹和理由都进行公示，做到公

平公正。

多样化开展学习教育

保持学习的状态 ， 是设研公司党

员的常态。 支部采用多种多样的学习

方式， 把思想理论教育和专业技术教

育融合在一起 ， 许多资深技术人员既

“教书”，又“育人”。

公司党委坚持 “党管人才 ”原则 ，

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 开展导师带徒

工作， 党委班子成员带头与青年技术

人员结对，党员技术骨干也开堂授课 ，

今年， 新入职大学生都拥有了自己的

师傅。 在

40

万吨设备选型时期 ，设计

咨询支部的工程师带着新职工 “阅遍 ”

各类冶化生产的关键设备 ， 为初入职

场的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值。

公司还开展 “走出去 ”交流和 “请

进来”研讨。 找准与当前工作重点 ，制

定交流学习的主题 ， 通过合理的教育

活动方案 ，不断增强互动性 、参与性 、

覆盖面， 以提升党员教育的吸引力和

实效。 从关键设备的维护保养，到规范

标准的学习，再到化验技能的提升 ，支

部的学习排满了党员们的时间表。

即使在

40

万吨项目的设计 、勘察

任务艰巨的情况下 ， 党员学习依然跟

上。 地勘测绘党支部的

13

名党员 ，全

部投身到

40

万吨的初勘 、详勘 、施工

勘察工作中，长期驻扎在现场。 党员们

利用轮换回来休息的间隙 ， 组成小组

开展学习，不落下一堂课。

坚持就有收获 。 在党组织的带领

下，党员们的政治修养、专业技术都得

到了提升，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 （刘欣杰）

10

月

20

日， 居住在外地的矿业分公司丰山铜

矿退休职工一行

30

余人 “回娘家 ”参观交流 ，喜看

矿山新变化。

“现在的丰山铜矿建设的真好 ，实现自动化控

制与无人值守，厂房工作环境又美又整洁。 ”该矿退

休职工通过“回娘家”实地参观走访，每到一处都给

他们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回忆，看到如今矿山成为

机械化生产 、自动化控制 、精益化管理 、持续化发

展 、生态化环境的一座现代化绿色矿山时 ，大家对

矿山发展之快、建设之美表示由衷地赞赏。

座谈会上，该矿相关负责人就当前的生产经营

形势以及矿 “十三五 ”发展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了

介绍，并对退休职工曾经在丰山铜矿这块热土上奉

献青春抛洒汗水建设矿山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表

示继承发扬丰山铜矿优良传统 ， 把矿山建设得更

好 。 退休职工纷纷表达了对 “第二故乡 ”的思念之

情，是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祝愿丰山铜矿建设发展越来越好。 （刘鑫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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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检验党支部党员进行融样操作。

金格航运分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近日，在黄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金格航运分公司党支部被

授予“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以此表彰该支部在疫情防控中的突出

贡献。

在今年抗击疫情期间 ，武汉火神山

雷神山等抗疫医院建设急需铜材铜杆，

公路 、铁路运输受限严重 ，金格航运分

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主动出击，克服重

重难关 ，全力驰援抗疫医院建设 ，保障

了铜材按期运输，助力了武汉抗疫保卫

战的胜利。 同时，面对公司副产品硫酸

难以外运 ，库存迅速超警戒线 ，航运分

公司利用水路硫酸外运的这一有力途

径，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党员全体上岗，

担使命，揭战书，出色完成保航运、抢市

场两项任务 ， 保证了冶化生产正常运

行。

据悉 ， 本次大会共表彰先进个人

340

名、先进集体

124

个。

（王沐）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工会送上纪念章致敬“最可爱的人”

10

月

28

日，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工会负责人带领相关人员先后奔赴黄

石 、大冶茗山等多地 ，分别为参加抗美

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送去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 ，

同时送上慰问品和组织的深切关怀。

此次慰问的志愿军老战士均在

90

岁以上高龄 ，每到一户 ，该矿工会负责

人都会与他们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抗

美援朝、 保家卫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

及不畏艰辛扎根矿山奋斗一辈子的精

神，并叮嘱他们保重身体。 该矿工会负

责人表示将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在职

工群众中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教育引导职工们不忘这些最可爱的

人 ，向先进劳模典型学习 ，立足岗位认

真工作，为矿山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汪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