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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公司志愿者到下陆福利院开展“学雷锋”活动。

———设研公司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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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

最 IN“科技蓝”化身最美“志愿红”

理智 、严谨 ，甚至有些 “高冷 ”，

是大多数人对知识分子的印象。 设

研公司

170

名职工中， 本科及以上

学历达到

68.24%

，

66.4％

的职工持

有职称资格证书 ，拥有高级职称人

员又占持证人数的

49.6％

， 专业技

术人员聚集。

用行动打破“高冷”形象。 设研

公司党委领导班子首先作出示范表

率。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班子成员领

题攻关， 保证各项生产经营工作顺

利进行。 党员也作出标杆表率，把承

诺签订在责任书里，落实到行动中，

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 接受职工群

众的监督。 公司党委还积极发动职

工投身到各项公益活动当中， 组建

了志愿服务队，让“科技蓝”化身“志

愿红 ”。 开展了 “学习雷锋 、奉献爱

心” 的志愿服务活动， 参加防汛抗

洪、黄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

交通服务、义务植树、走进社会福利

院慰问孤寡老人等活动， 在履行社

会责任中展示企业风采。

既有“技术课堂”又有“道德讲堂”

德为才之帅

,

才为德之资。 公司

党委既为职工搭建了技术提升平

台 ，又开辟了 “道德讲堂 ”，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 ，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

在 “技术课堂 ”上 ，有党委班子

成员与青年技术人员结对， 也有党

员技术骨干开堂授课， 在保证公司

生产经营的同时，为

40

万吨项目和

非洲项目输送充足的技术人才 ，提

供过硬的技术支持。 公司还成立了

创新工作室，各部门组建创新团队，

充分发挥公司职工专业素质过硬的

优势，发动党员带领职工，积极参与

行业标准制定，围绕生产经营重点、

难点工作开展攻关 ；在 “道德讲堂 ”

中 ，通过结对共建联学 、知识测试 、

“一语忆初心”岗位承诺践诺以及主

题征文等活动， 涤荡心灵， 学习劳

模，见贤思齐，全员学习的良好氛围

不断巩固。 经常性地开展廉洁警示

教育， 学习法律法规， 通过以案释

纪 、以案明纪 ，党员干部受警醒 、明

底线、知敬畏，设研公司的队伍风清

气正身直，干事创业心齐劲足。

呵护职工“小家”维护企业“大家”

企业是职工的第二个“家”。 在

工作中 ，大家是同事 、是伙伴 ，在生

活中是朋友 、是亲人 。 设研公司党

委搭建了职工互帮互助的平台。 领

导班子带头唱好 “四季歌 ”，对困难

职工 、退休职工 、劳模代表 、双职工

家庭及单身大学生坚持走访慰问 。

三年来，慰问

90

余人次。 公司还坚

持开展为职工生日送祝福 、女职工

健康体检 、亲情走访等活动 ，让职

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 ，享受到公司

改革发展的成果。 公司还开展了迎

新趣味活动 、 消夏冷饮制作比赛 、

篮球比赛 、大合唱比赛 、线上棋类

比赛等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 ，

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是对企业

最好的回馈 。 疫情期间 ，多名职工

克服困难 ，返回岗位 ，主动承担生

产任务 ，每天为冶化生产提供可靠

数据 ，他们成为保障设研公司生产

经营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企业呵护

职工 “小家 ”， 职工维护企业 “大

家 ”，面对任何艰难险阻 ，始终相互

扶持 、共同前行 ，是精神文明最淋

漓尽致的体现。

企业有温度，发展才能上速度。

设研公司在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

上继续铿锵前行 ，把精神文明建设

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为公司

打造现代化铜企业贡献力量。

（刘欣杰）

岁末年初之际， 设研公司被湖北省委

省政府授予

2017-2019

年度湖北省文明单

位，这是设研公司继

2007

年连续五届获得

省级文明单位荣誉以后， 全体干部职工再

接再厉，取得的成果。

设研公司以创建文明单位为契机 ，将

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企业的方方面面， 弘扬

正能量， 使精神文明成为企业改革发展稳

定的前行力量，抵御发展路上的风风雨雨。

3.

设研公司举办道德讲堂。

刘飞 摄

1.

设研公司慰问劳模及老领导。

开展警示教育学习

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党委巡察组临时党支部在设研公司集中

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的第三次集中学习。 该党支部将政治巡察与警示

教育同步安排，互相融合，共同促进，在“打铁”同时加强自身“硬”。

公司是中国有色集团

5

家巡察工作试点单位之一 ，按照上级工作

要求，

11

月

9

日， 公司启动了首轮巡察并成立了巡察工作组织机构。

公司自我加压

,

以今年年内要高质量完成对博源环保公司党委和设研

公司党委的巡察为目标。 巡查组成员克服时间紧、人手少、任务重的压

力，利用工作间隙，在自学的基础上，集中组织学习中国有色集团巡视

工作条例 、工作规则 、工作流程 、实务操作等

13

个巡视巡察方面的制

度流程，严格按照工作规则流程开展巡察工作。 在集团公司开展警示

教育月期间，组织巡察组全体党员集中学习警示教育案例读本 。 重点

选取违规套取职工工资、违规公款购买香烟、违规发放薪酬 、财务账目

造假等典型案例，对照巡察工作进行广泛讨论、深入剖析。 巡察组成员

表示要将巡察工作与案例剖析对标对表，在不断提高巡察业务能力的

同时，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吕智 李煌）

公司巡察组临时党支部

1

2

3

公司通过复查继续保留

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日前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 《关于复查确认继续保

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 、文明校

园的通报》，公司顺利通过严格复查，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公司于

2015

年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2018

年以来，

在实现从跨越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征程中，公司始终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主动担当中央企业政治责任 、

社会责任、发展责任，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物质文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坚持把文明单位建设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

管理 、改革发展党建各项工作始终 ，严格按照创建工作要求 ，突出 “文

明实践 ”创建工作主题 ，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 ，唱响时代主旋律 ，在创

建中寻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文明创

建工作呈现“螺旋式”上升局面。

今后 ，公司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 ，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强化文明创建顶层设计 ，增强全体职

工的创建意识 ，不断深化文明单位建设内涵 ，努力提升文明单位建设

水平，用文明创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为公司二次创业、再次崛起，打造现

代化铜企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和丰润道德滋养。

（何婷婷）

举办“青春有梦·相约有色”相亲大会

2020

年

12

月

27

日 ，在美丽的鄂王城文化生态园 ，公司工会举办

“青春有梦 · 相约有色 ”相亲大会 ，来自弘盛铜业 、设研公司 、有色医

院、公司总部、鄂东医疗集团、黄石教育系统、黄石城发集团、黄石电厂

等单位的

96

位单身男女青年，共同参加了这次趣味横生的相亲活动 。

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会相关负责人到活动现场为大家送上祝福。

此次联谊活动旨在拓宽青年员工沟通交流渠道 ，引导青年员工树

立正确的交友观、婚恋观，为广大单身青年员工搭建一个敞开心扉、展

现自我的平台。 活动有“武林争霸”“同心鼓”“筷子传纸杯”三个互动小

游戏。 在环环相扣的小游戏中，让大家迅速放下了初次见面的羞涩和

拘谨，男女青年们用心互动、真诚交流、互帮互助，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欢声笑语不断、高潮迭起。

在自我介绍环节，男女青年们落落大方地介绍了自己的基本信息

及兴趣爱好、择偶标准等。 在表达爱慕环节，男青年通过上场大声说出

心仪另一半号码的方式， 表达了倾慕之情 。 现场促成

15

对有缘人牵

手。 （占亚芬 许艳）

公司工会

举办职工厨艺大比拼活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黄金山有色工业园职工食堂，公司举办“食

堂大厨、有色有味”公司职工厨艺大比拼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冶炼厂食堂、 铜绿山矿食堂等

8

支代表队参赛。

每支代表队均制定了团队服务宗旨。 各代表队分别派出

3

名选手，在刀

工以及煎、炒、炸等厨艺上展示风采。 比赛中，选手们工作有条不紊，密

切配合，个个展示出他们的拿手“绝活”。 经过评委评分、大众评委投票

等四个环节的评比，评选出了优胜代表队。 金勺子奖由后勤公司总部食

堂代表队摘取，获得银勺子奖的为冶炼厂食堂代表队、金格物流食堂代

表队，铜勺子奖为铜山口食堂代表队、大江公司食堂代表队。

这次参加活动的选手们表示，努力提高厨艺 ，让职工吃得营养 、吃

出健康，为公司打造现代化铜企业助力加油。 （张国平 许艳）

公司工会

劳动竞赛表彰送奖到岗位

2020

年

12

月

29

日，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工会负责人将劳动竞赛

奖励送到现场，送到岗位。

当天，该矿工会负责人分别深入采掘车间、选矿车间、维修车间、采

运车间等工作现场为劳动竞赛生产明星和红旗机台佩戴红花、颁奖。

在现场，该矿工会负责人鼓励大家要继续发扬成绩 ，再接再厉 ，艰

苦奋斗，奉献丰山。 受表彰对象纷纷表示，立足本职，努力工作，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

“目前作业点多， 高空经常

起吊工件 ， 拆卸螺栓一定要保

证安全第一 ， 要先想后干 。 ”

2020

年

12

月

27

日 ， 在冶炼厂

电解车间小板

5

系更换电解槽

的检修现场 ， 一向大嗓门的大

板班班长邓冲扯着嗓子喊道 。

与众不同的是 ， 他左臂上多了

一个 “安全监督 ”的黄色臂章格

外醒目。

在热火朝天的检修现场，车

间 支 部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筑牢检修“安全墙”。 党员骨

干头戴安全帽 、胳膊挂 “安全监

督 ”臂章 ，他们一会儿爬到数米

高的天车上 ， 一会儿站在槽下

施工现场 ， 一会儿又来到配电

室奔走忙碌着 ， 为检修作业保

驾 。 如果说 “繁忙 ”是党员的标

签

,

“陀螺”则是他们连日来工作

状态的写照。

更换小板

5

系老化电解槽，

可谓是一项大工程 ， 将老化破

损电解槽拆卸吊出 ， 放至指定

位置 ，进行槽体维修 ，同时将完

好的电解槽有序回填 ， 需要多

工 种 间 的 交 叉 作 业 和 协 调 配

合。 拆除走道盖板、拆卸电解槽

链接阀门管网 、指挥吊运 ，直至

将电解槽整体安全回填落地 ，

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挑战 。 作

为槽面班长 ， 又是现场安全监

督员的邓冲 ， 安全是他一直挂

在嘴边的词儿。 安全、高质量地

完成老化电解槽的更换工作 ，

考验着他与大伙的耐心、细致和

毅力。

电解槽数吨重， 长度

8

米，

槽池深

3

米的 “大家伙”。 在吊

装回填电解槽过程中，他们动手

将平时收集的废旧小部件打磨

修正 、焊接改造 ，制成配合更换

的得力工具。在考虑到电解槽重

量 、受力参数 、吊装着力点等问

题后 ，制作了 “工字钢 ”用于固

定住整个吊带 。 每次起吊作业

前 ，吊装带 ，吊环 、绳索绑扎等

细节他都会认真检查一遍，确认

一切妥当了，才开始指挥天车作

业人员作业。

每一个 “大家伙 ”都是在他

的重点关注下，平稳地从狭窄空

间中吊出。 伴随着“嘟！ 嘟”哨声

响起 、“嘟 ！ 嘟 ”哨声落地 ，这些

不听话的 “大家伙 ”终于被稳稳

地安全放置。 “安全臂章是我们

的标志 ，现场隐患排查 、整改措

施落实，我要履行好一名安全员

的职责和义务，检修过程中我会

从每一个环节 、 每一个动作入

手， 守卫每一道安全防线。 ”邓

冲认真地说。

“安全臂章”虽小，却承载着

重大安全责任，在厂的检修改造

过程中 ，他们的眼最 “亮 ”、脚最

“勤 ”、嘴最 “碎 ”，无数个 “安全

臂章 ”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共同

为检修改造作业的安全、进度织

出一张“保护网”。

（邓小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