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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7 日上午，铜陵有色和铜陵
市政府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仪式在铜陵举行。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长
曹建国，中国航发科技委副主任、航材院院长戴
圣龙，铜陵市委书记李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杨军，铜陵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双林，铜陵市
委常委、枞阳县委书记刘亚东，铜陵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吴劲，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总经
理蒋培进出席了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首先，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
长曹建国和铜陵市委书记李猛分别致辞。接着，
市政府与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北京石
墨烯技术研究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铜陵有色
股份公司总经理蒋培进、中国航发资产管理公司
总经理高炳欣、中国航发航材院副院长唐斌、铜
陵发展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晖代表合作方签
订了关于共同组建铼特种金属公司合作框架协
议。曹建国、戴圣龙、李猛、杨军、程双林、刘亚东
共同见证了签约（如图）。

铜陵有色和市政府与中国航发此次签约，组
建铼特种金属公司项目是三方战略合作的第一
个落地项目，标志着铜陵与中国航发共同推进军
民融合战略进入了新起点，铜陵有色和市政府将
为中国航发在铜合作项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
服务，在航空发动机材料、航空材料领域加强合
作，实现合作共赢。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铜陵有色和市政府与中国航发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当历史步入近代，中国人民在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苦苦
挣扎，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路。在这令人
绝望的时刻，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
小船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颗革命
的火种即将点燃这片被黑暗笼罩的大
地，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领
导者和组织者。

伟大的事业来自于伟大的精神。
深入人民之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最初的想法。
早在 1920 年，在李大钊同志的号召和
组织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当时
社会上的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
研，“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
不止，都现出一种极悲伤且不平的样
子”。怀着这一触动灵魂的对生民的
悲悯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她生机
勃勃，因为她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她满怀信心，
因为她有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指引前
进的方向。

伟大的事业要用伟大的实践来检
验。96 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奋斗，96 年
不断创造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谋利益” 的理想信念最恰当
的注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依靠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三大法宝之
一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革
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残酷状况；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载着红船的
意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
重重困难，在一穷二白的中华大地取
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
使中华民族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而且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几天前，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高层对话会上，来自 120 多个国家

近 300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同
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素”，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就像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委
员、孟加拉国和平理事会秘书长夸西姆
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欣欣向
荣，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务实、灵
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
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走
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继
往开来。为人民谋利益，就是要更好地
造福人民，及时了解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当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国内外形势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的时刻，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论断：“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基础上，为
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有了新的内
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有的举措
都是围绕着“人民”展开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让人
民有了积极参与发展的热情，让发展
的成果可以人人享有，让当前的发展
造福子孙后代。“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就是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顶
层设计彰显，将有力推动中国面临的
突出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决。

“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
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因为秉持着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信念，中国共
产党从一叶扁舟走向了全国，带领着中
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因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将继
续走在时代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更加美好的未来。

伟大的事业彪炳千秋，“红船精神”
永放光芒。

光明日报

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四论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现实意义

本报讯 奥炉工程项目部近期
组织开展“转观念、强执行、重协作，
确保奥炉工程顺利竣工投产” 全员
思想教育活动，积极为新工厂投产
做好观念、制度、人才等方面的充分
准备。

项目部在全员思想教育活动中，
将组织梳理项目部各类管理规章制
度、企业文化、理念，编辑印刷成《员
工手册》，再分发给每名员工组织学
习，并对照手册开展全员查摆问题，围
绕查摆存在的不适应新型工厂管理要
求、不适应岗位要求等具体问题限期
整改提高。根据工程投产需要梳理制
定各类专业管理培训计划并落实实

施，组织开展党员“亮身份、作表率”，以
强化员工思想和素质教育，促进员工转
变观念、提升素质、改进作风、强化执行、
增强协作；培养各类业务及管理骨干人
才，以实际行动打造“规范、务实、高效”
团队，为项目部当前加速推进工程建设
及今后试生产奠定基础，储备人才。

与此同时，围绕投产准备，细致梳
理工程进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清单形式
制定措施，落实整改和解决，并提前做
好试生产方案准备，以及企业三大标
准、岗位三大操作手册制订编写等工
作，以积极充分的准备确保工程建设如
期竣工顺利投产。

吴家富

奥炉项目部组织开展
全员思想教育活动

为提升火灾预警和应急能力，增强员工的消防意识，学习如何正确使用消
防器材，技术中心“今冬明春火灾防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在检测研究
中心金隆(稀贵)检测室，开展应急演练，现场手把手指导员工怎样正确使用
灭火器材（如图）。

张 蓓 摄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矿建公司党委立
足基层党支部制度和阵地建设,不断加强组
织建设，持续推进了党建工作体系标准化。

点多面广战线长，国内国外差异大，铜
冠矿建公司分散流动、地域不同的施工特点
对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该公司党
委结合施工企业党建工作特点，不断完善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基本制度、
基本资料、基本能力和信息化等 “三基一
化”建设。

在制度建设上，该公司党委先后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的意见》《党的
建设工作任务清单》《党建工作考核办法》
和《年度党支部党建主要工作》一系列考核
制度，对基层党支部实行清单式量化考核；
扎实开展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制定了
《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基层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在基层党务资料管理上，该公司党群部
门统一印制党支部工作手册、党员会议、支
委会议、党小组会议、二级中心组、职工政治
学习、党员学习记录本等“六本一册”，统一
格式规范记录和填写党支部工作和活动台
账，各党支部做到资料台账齐全、分类清楚、
内容详实，便于各党支部之间对标管理和上
级部门统一检查。

选优配强基层党务工作人员。注重培养
选拔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热爱党建工
作的管理人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
均兼任行政副职。同时有计划地安排党务工
作人员与生产经营管理人员轮岗交流，从优
秀党务工作人员中选拔生产经营管理人员，
拓宽党务工作人员的发展空间，把党务工作
岗位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平台，逐步优化党
务工作者队伍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和年龄
结构，不断充实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

海外和省外项目的组织建设是该公司
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利用现代化网络平台开
展党建工作是该公司党建工作的一个很重
要的途径。该公司不断创新海外和省外项目
党建工作，坚持海外和省外项目机构与党支
部同时设立，积极投入资金为外围项目部开通
网络，为每名管理人员配齐电脑，利用互联网
开展网络党课、微信党课、党员QQ群交流、党
员远程视频教育，海外和省外党组织建设经验
和成果成为该公司党建工作的一个亮点。

在党建阵地建设上，该公司党委以建设
工地党校为平台规范基层党员教育。统一规
格制作了工地党校专栏，组织机构、职责分
工、主题活动等内容上墙。工地党校宣传栏
上鲜红的党旗，庄严的入党誓词，“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任务及要求，以及结合生产经
营实际的创新举措等等，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该公司工地党校学习教育在突出鲜明主
题的同时，结合实际，重点落实到党员工作
中。通过积极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活动日、
党员责任区、党员增收节支、党员身边无事
故等活动，充分展现了广大党员在工作上讲
奉献、在生产上带头攻坚的新形象，一个个
迷你工地党校就成为了教育和引领广大党
员艰苦创业、拼搏奉献的大课堂。

曾红林

铜冠矿建公司
推进党建工作标准化

一个 900 多人的建筑施工企
业，拥有一级注册建造师 36 人、二
级注册建造师 66 人，其他各类注
册执业人员 30 人、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 260 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140 人、各类技师人员 410 人———
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之高，为国内同
类企业罕见。而由这些大比例技术
人员构建起来的雄厚技术力量，也
成为该公司当下与将来持续发展的
原动力。

李光亮，铜冠建安装饰装潢公
司技术骨干，集团公司机关大院三
期改造现场技术负责人。90后出生
的他，清秀面庞难掩干练气质，在今
年的集团公司机关大院改造中，他
本人和他带领的装饰队伍，给很多
人留下美好印象。来自距铜 420公
里外的皖北阜阳的他，最深切的感
受就是，“这里 （铜冠建安公司），
让你的心，能定下来。”

“让你心能定下来，就是能时
刻关心到我们这些单身的技术人
员。比如，最直接的，就是个人问题
呀。”李明鹏说，他是铜冠建安池州
项目部技术员，大学一毕业毅然离
乡，来到建安公司工作。“想方设法
举办各种联谊会，让你的生活充满
阳光、热情，让你融入到健康正常的
青年男女社交范围里，没什么孤独
寂寞的感受。就今年吧，业余时间参
加的各种读书会、篮球友谊赛，户外

活动就去过 4次。”
从铜冠建安公司团委今年前三

季度工作记录上，可以清晰发现：5
月份，铜冠建安公司与铜陵市第三
人民医院组织联谊，设立交友微信
群；6 月份，组织 33 名技术人员周
日开展义务清扫；7 月份，给技术人
员单身公寓添加文体生活设施；8
月份，组织参加“青飞扬，迎七夕”
单身青年技术人员鹊桥会活动；8
月 27 日，开展了 12名青年技术骨
干赴灰河乡东风村参加户外烧烤及
其联谊······“不管哪个公司，给你
组织这么多积极正能量活动，（对技
术人员）重视，就不用说了，关键让
你心定哦。”来自山东临沂的铜冠建
安技术人员胡勇凯，当初从安徽建工
学院一毕业，就投身于该公司至今。

心，是定了。下一步，就是怎么
活，怎么活得更好。铜冠建安公司大
多工程技术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按
照目前体制，每个月他们拿到手的
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两三千块钱，这
对任何一个身在外乡的技术人员来
说，都是最现实的窘境。
“今年开始，（公司）对项目部这

些工程技术人员待遇实施提高。做
法也是独辟蹊径。”铜冠建安公司
人力资源部主任赵健感慨，过去，项
目部建设完一个项目，项目建设的
费用，要等到预决算结束，才能考核
兑现。那，在整个项目建设的漫长过

程中，不管几个月还是几年里，技术人
员们就只能靠每个月那点死工资熬日
子。心再定，活不下去，还得走人。今
年，铜冠建安公司开始改变预兑现方
案。一方面，根据项目部年底预算的方
案，先拿出一部分进入工程技术人员
的考核账面———不影响人家第二年的
缴费基数。虽然拿不到可支配的货币
资金，但起码大大减少了公积金、养老
金等等缴费基数的差距；另一方面，公
司也在尝试改变预兑现方式。

心定第一步，活下去，第二步———
“所有的努力，公司的苦心，源于责任
感，源于想企业好，想我们更好，更希
望成长，建功立业做出贡献，让自己和
企业一同进步呀！”90后出生的铜冠
建安防水防腐公司技术员李贤良深有
感触。

“和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一道培
训，眼界开阔得很多。”奥炉项目部安
全员刘小保经历 3 次“人才培训”活
动后，如今逢“训”必参。为了让这些
技术人员尽快成长，铜冠建安公司今
年开始，大刀阔斧实施各类培训人才
计划。从技术人员的软件培训，到施工
员的法律法规和现场施工成本培训；
从安全工程师和安全员的管理培训，
到经营部组织的预决算培训，12 个月
来，108 场次人才培训，正如火如荼，
也正成为铜冠建安技术人员成才成长
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李海波

让你心定 让你活好 让你成长
———铜冠建安公司积蓄发展力量谱出“三部曲”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通过
QC 小组攻关，成功降低球团脱硫
系统蒸汽用量。

据悉，该公司球团脱硫工程采
用有机胺脱硫工艺，在吸收塔内对
烟气中二氧化硫进行吸收，解析塔
内实现胺液再生，并解吸出高纯度
二氧化硫烟气送往制酸系统，实现
胺液的循环利用和脱硫产物的再利

用。脱硫系统过程中，蒸汽消耗量关
系到系统的解析效率和稳定性，同
时蒸汽成本是脱硫运行成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约占到 40-50%。

该公司球团车间通过技术改造
和工艺优化，力求蒸汽消耗控制在
每小时 25吨以内。QC小组成员通
过中控记录和计算得出蒸汽每小时
消耗超过 30 吨，并从人、机、料、法

等四个方面找出了造成蒸汽消耗量高
的因素，逐条排查找到了再沸器换热
面积过大、蒸汽降温添加水量过多、胺
液未充分预热、胺液浓度低等四个重
要影响因素。先后对影响因素 13 个
方面进行改进，取得良好效果。通过
75 天运行，蒸汽消耗量由活动前的每
小时 30.25 吨降至每小时 23.25 吨，
直接挖潜降耗达 115.92 万元。同时改
善了脱硫区域环境，减少再沸器对主
系统影响程度。

夏富青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降低系统蒸汽消耗成效显著

几天前的深夜 11 点多钟，铜
冠机械加工分厂从事技术工作的助
理工程师董光华关掉了热处理电炉
电源，最后一位离开该加工分厂的
生产区域，疲惫的脸上露出了轻松
的笑容，由该分厂承接的集团公司
重点工程———“奥炉” 项目最后一
批转炉烟罩密闭小车热处理急件工
作顺利完成，分厂可以按时交货了。

11月 8日晚 7 时 30分，该公
司加工分厂副厂长高金海接到集团

公司“奥炉”项目转炉烟罩密闭小
车合计 30 吨的热处理急件，急件
分三批次到货，要求货到后立即组
织进行热处理工作。

董光华接到高金海副厂长的工
作安排后，及时与相关技术人员协
商，制定、完善热处理工艺，提前编
制好热处理炉的工作程序。

11月 10日清晨 4时，董光华
第一个来到分厂生产车间开始第一
批“奥炉”项目转炉烟罩密闭小车

的热处理工作，一直到当晚 11 时 30
分结束，并顺利交货。根据分厂安排，
11月 24 日清晨 4时，又是董光华第
一个来到分厂生产车间开始第二批
“奥炉” 项目转炉烟罩密闭小车的热
处理，同样一直工作到当夜 11 时 30
分。

第三批次的“奥炉”项目转炉烟
罩密闭小车的热处理急件，董光华是
技术负责人又是实际操作者，早来晚
走，没有一声怨言，圆满地完成急件任
务，受到集团公司“奥炉”项目客户和
公司生产部门的好评。

王征社 朱胜利

董光华的三次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