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 陵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E-mail:tlysb@tlys.cn 每 周 二 、四 、六 出 版 1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九月廿六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总第4324期

第4007期

48 岁的季东良，清瘦脸庞里，掩饰
不住他的干练。不高的个头里，也遮盖不
了他坚毅的神情。采访他，不仅是因为他
多次获得“优秀员工”“优秀工段长”等
荣誉，而是接近他、了解他，听到许多琐
碎的事后，那些令人动容的细节。

一条斜坡道，通向仙人桥矿业公
司选矿车间大门，那里有一个打卡机。
选矿车间每天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员
工们手指摁在打卡机上 “滴滴答答”
的声音，就响个不停。但几年了，唯独
没有选矿磨浮工段长季东良的。他十
个指头的指纹，不再被任何卡机识别。

熟悉选矿磨浮系统的人都知道，
各种金属的选别，需要加入俗称的黄
药，将不同比重的金属分离。加多了，
或加少了，都会直接影响到贵金属的
流失与否。“之前的自动加药机，故障
率高。不准的。”仙人桥矿业公司工程
师张德兴介绍：脉冲自动加药机一旦
“不准”了，生产又不能停止。作为这
个工段的工段长，季东良就会第一个冲
上前去，直接伸出双手，以手去加
药———那些严重腐蚀人肌肤的黄药里，
含有的硫酸亚铁、硫酸铜等各种腐蚀物
质，就是这样一次次的从季东良的手掌
中间掠过，浸泡，腐蚀。“加药机每出一
次故障，他就得双手添加药剂。也就脱
一次皮。现在双手没有‘指纹’，就因为
这么一点点、一次次加药，落下的毛
病。”一脸忧伤的张德兴说起这些，双眼
泛出细细的泪花：“不是对这个单位有
一定的感情，谁能去那样做啊？！”

“其实，手加药剂，有经验的，还是
很准确的。而且，一边加、一边观察。金
属流失会心里有数，也更好控制。最重
要的是，机器坏了，不能影响生产哦。
这才是大事。”不以为然的季东良，如

是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的季东良也有为此烦恼

的时候。那就是吃饭成问题了。“没有
‘指纹’了，皮，一次次烧脱了，烧坏死
了，大不了影响美观。但饭要吃吧？”仙
人桥矿业公司的食堂，进门也是要指纹
刷卡。每次吃饭时间，季东良不能独自
刷卡，只能破例不刷，或者跟着别人后
面“蹭”进那道门。

黄药的药剂气味不仅仅牢固沾染
在人的衣服上，更会密密地渗透入人的
肌肤表皮之中。周末回到家的季东良，
又遭遇了另一重烦恼：和其他人怕闻到
那种气味一样，他的爱人闻到那种气味
也会难受。“上床睡觉都不行”，季东良
辛酸地调侃道：“那气味，实在有点难
闻。也不怪。”

打卡特殊、吃饭特殊、睡觉也特殊
的季东良，在寂寞的仙人桥矿业公司的
单身宿舍里，6年来，认真研读了《选矿
基础知识》《泡沫浮选》《磨矿与浮
选》《选矿 600 问》 等 12 本书籍。
2013 年，他顺利地通过铜陵有色集团
公司磨矿工技师考试、2015 年在铜陵
有色集团公司举办的球磨工技术比武
中跨专业夺得第三名成绩。

如今，不管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
寒风刺骨的严冬，总能看到他整天忙碌
的身影。由于磨浮工段人员少、设备多、突
发事件和抢修任务时有发生，一遇到这
种情况，无论是雨雪天，还是半夜三更，他
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查解决问题。

凌晨 3点，正是睡眠的深度时间。
10月 7 日的凌晨 3 时许，接到加药机
故障信息的季东良，从仙人桥矿业公司
单身宿舍里再次爬起来，沿着田间小
道，跑步 800 米赶到磨浮工段现场处
理故障。次日上午 9 时，被加药机喷得
满身难闻药剂的季东良，拖着疲惫身
躯，和衣而眠在休息室。那一天，正是人
们欢度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没有“指纹”的工段长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中央电视台
新闻频道播出集团公司十九大代表王
爱荣深入矿山井下宣讲十九大精神的
画面。当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朝
闻天下》节目在《聚焦十九大》专栏

中，报道了集团公司十九大代表、稀贵
金属分公司高级技术主管王爱荣深入
矿山井下，为工友们宣讲十九大精神，
共谋新发展。

本报记者

中央电视台报道集团公司
十九大代表王爱荣宣讲十九大精神

铜冠神虹化工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脱硫塔改造中施工作业。铜冠神虹化工公司
作为一家化工企业，始终将环保生产摆在第一位。日前，该公司对重要环保设备脱
硫塔进行了改造，主动对尚未有环保要求的无组织排放烟气实行集中吸收、处理，
确保达标排放。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这个
伟大梦想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
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
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党的
十九大深情回顾了 96 年来我们党为
实现历史使命付出的艰辛努力、取得
的巨大成就，深入阐述了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全党同志在新
时代更好肩负历史使命进行了思想动
员、指明了奋斗方向。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牢牢把
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使命指引方向。牢牢把握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深

刻理解 96 年来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和
现实逻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
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
险，付出巨大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
得出这样的深刻认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
社会制度；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
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
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正是这些规
律性认识，让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攻克了
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中华
民族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使命引领未来。牢牢把握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深刻认识新
时代实现伟大梦想与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之间的内在
联系。党的十九大深入阐述了实现伟大
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
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的丰富内涵。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深刻领会
“四个伟大”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紧密
关系。只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做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
“五个更加自觉”，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
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只有深入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
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
会号召力，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只有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
自信”，才能为实现伟大梦想铺就康庄
大道。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伟大
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推进伟

大工程，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
保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
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领导
核心，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肩负起新时
代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作出新的伟
大历史贡献。

从上海石库门出发，在 96 年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中，为了肩负的使命，我们
党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始终初心不改，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矢志不渝。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
者半九十，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完
全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梦想，向历史、
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人民日报

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三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讯 从党的十九大闭幕回到
铜陵开始，十九大代表、稀贵金属分
公司高级技术主管王爱荣一刻也没
有停着，进企业、走工厂、入基层，短
短的十多天时间里，她以多种形式开
展了 6场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11月
11 日，她又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冬瓜
山铜矿千米井下，将十九大精神传递
给一线矿工（如图）。

上午 8 时许，冬瓜山铜矿掘进一
区的派班室里，采矿工区和掘进一区
的三十名井下员工正在进行班前准
备工作，王爱荣的到来让大家十分激
动。“党的十九大是一次在关键时刻
召开的历史性盛会，既关系到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也关系着我们每一个
人。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
就要求我们既要发展好经济，又要保
护好自然环境，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围绕
绿色生态矿山建设，王爱荣对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进行了细
致讲解。

随后，在工友们的簇拥下，王爱
荣与大家一起乘坐罐笼来到井下负
730米中段。在井口党校，大家不放过
任何一个学习提问的机会，安全环
保、房价调控、脱贫帮扶……王爱荣
都认真倾听，一一耐心解答，现场气
氛也更为热烈。为了尽可能详细地给
工友们解读精神要义，更好地解答大
家关注的焦点问题，王爱荣的包里每
天都会带着一沓厚厚的资料，每次遇
到新的问题，她都会立马记下来。

“十九大报告里有提到以企业为
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我印象最深
了，那咱们作为新时代的工人，要怎
样发挥工匠精神呢？”采矿工区采矿
班副班长吴良峰的一个问题问出了

工人们的心声。“如今市场条件下，客户
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不断研发，
各部门协同合作，要发挥‘蚂蚁啃骨头’
的精神，不能碰到难题就后退。所以，我
们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岗位技能，发挥工
匠精神，做到‘专、精、创’，就是专注本
职工作，工作时精益求精、持续创新。”
王爱荣说，现如今，国家重视一线劳动者
队伍，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工匠精神的论
述，更是说到了一线工人的心坎上。

党代表走到哪里，就把党中央的声
音传到哪里。在听完她的宣讲后，冬瓜

山铜矿采矿区党支部副书记、区长黄浩
辉对十九大报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建设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我理
解，工匠精神就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到极
致。我们要不断精益求精，在工作中要
做一个有心人，要会创新、有改进，把我
们做的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井下负 790 米 44 线采场作业
点，王爱荣将带来的十九大报告读本送
到了一线矿工手中，作为基层工人代表，
王爱荣说，把宣讲做好，让更多的一线工

人了解领会十九大精神，既是她作为党
代表的神圣职责，更是一份郑重承诺，
“听到习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时说，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
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当
时我在现场听了，感到非常振奋，我为我
们工人感到自豪。我觉得，要把我的感
受和领悟跟更多的工人们分享。大家一
起不怕吃苦，不断钻研，埋头苦干，不断
探索新工艺新方法。致力于提升团队整
体技能水平，为生产一线培养更多的技
术骨干。” 本报记者 萨百灵

十九大代表王爱荣 深入井下向矿工宣讲十九大精神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两名党员正在充填站“党员示范岗”进行尾胶充填试
块取样。该矿业公司在 12 个主要岗位建立起“党员示范岗”，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工作
争先、服务争先、业绩争先，在矿业公司攻坚脱困工作中建立新功。 吴 健 摄

本报讯 11 月 10 上午，集团公
司在公司主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
2017 年党建综合考核工作培训会
议。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陈明勇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集团
公司党委组织宣传部部长王守林主
持会议。

会上，集团公司党委组织宣传
部负责人就本次党建综合考核工作
进行了动员部署，宣读了综合考核
方案，介绍 2017 年党建综合考核项
目及对象：2017 年度各党委 （直属
党总支） 党建工作；2017 年度二级
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成员 （含
助理）、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高
级技术（业务）主管考核工作；二级
单位党委（直属党总支）书记抓党
建工作述职测评工作；民主推荐中
层副职后备干部和中长期培养对象

人选。本次考核采取“考核组 +”的方
式进行。党建工作包括综合考核组考
核、党群部门考核和民主测评等三种
方式；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及个人包括
领导班子互评分和民主测评分两部
分；各党委（直属党总支）书记抓党建
工作考核包括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评
分、其他参会人员评分和民主测评三
部分。党建综合考核组采用大会述职、
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实地查看、综合
考核组评分等步骤对各党委 （直属党
总支）进行综合实地考核。

集团公司党建考核责任部门对考核
组成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强调了检查工
作重点。

陈明勇指出，召开这次党建综合考
核工作培训会议，既是一次动员会又是
一次布置会，集团公司党委对这次党建
综合考核工作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了党

群部门会，对这次党建综合考核的办法
和方式进行了认真充分讨论，同时向集
团公司党委进行了专题报告，经集团
公司党委认真研究后，才形成了今天
的考核方案。参加这次党建综合考核
工作的集团公司党建工作责任部门、
检查组组长和考核组每位成员要身感
肩上责任之重大，要认真对集团公司
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全方位的
年度“体检”。

陈明勇强调，集团公司目前基层党
建工作开展仍然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通过党建考核可以去解决或者
弥补这些问题。本次看似是一次对党建
工作的检查，其实质是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和理解的体现，是党建
工作在国企中重要性的体现。希望党建
检查工作要动真格，考核分值要拉开一
定的差距，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党建工作

在领导班子经济责任制中收入考核上的
差距。

陈明勇要求，党建工作不能搞形式
化，更不能存在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
现象。希望各检查组组长和考核组成员
在党建检查工作中要端正态度，严肃考
核纪律，克服做老好人思想，杜绝人情
分、面子分。本次要着重对党建工作两个
方面检查：一是要检查二级单位党委是
否按照党建工作考核要点抓好党建工
作；二是要检查基层党支部的阵地建设，
是否有效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对在考核中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的要进行
追责，严防被考核单位存在弄虚作假行
为发生，党建综合考核工作要体现公平、
公正。

集团公司党群各部门负责人、考核
组成员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集团公司召开 2017 年党建综合考核工作培训会议
陈明勇出席会议并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