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从安徽省国资委传来喜讯：淮北矿业

集团袁店一矿职工乔伟荣膺省属企业“最美奋

斗者”称号，这也是该集团获此殊荣的惟一一名

职工。

乔伟，袁店一矿瓦斯检测工，先后获得全国

能源系统地质化学系统“大国工匠”、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五四

青年奖章”、“最美青工”、“向上向善好青年”，省

属企业 538 英才工程“拔尖人才”，淮北矿业集

团“工匠”、“拔尖人才”、“劳动模范”等荣誉。

瓦斯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头号杀手，瓦斯检

查工责任重大，他们每天和无声无色的瓦斯气

体“较量”，保证煤矿生产安全，一次计量失误或

小数点误差都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工作

多年来，29 岁的乔伟凭着强烈的责任心、灵敏的

安全意识和果断正确的处理办法，多次避免了

瓦斯事故发生。

2012年 11月，乔伟从安徽煤电技师学院毕

业后来到袁店一矿从事瓦斯检查工作。“第一次

坐罐笼下井，充满了好奇，就像坐电梯一样，但是

比电梯速度快很多。到达井下 700多米时，耳朵

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一样，必须捏着鼻子出口

气，才感觉舒服一些。”乔伟说，井下巷道就像隧道

一样，工作地点也是漆黑一片，头顶带的矿灯就

是矿工的“眼睛”。“我尝试一下把矿灯关上，手

放在眼前都看不见，其实很害怕。”乔伟说。

为了熟悉工作，乔伟潜心学习专业知识与

操作技能，他将各种监测仪器、信息化传送设备

和通风机械的工作原理、技术参数及操作方法

写在笔记本上，6 年时间，他写下 20 万余字的工

作笔记。乔伟还自制了“每日一题”卡片随身带

着，在工作间隙掏出卡片背诵和复习。

“我们这一行，既可以‘简单做’，也可以‘复

杂做’。简单做，按照职责要求，发现问题直接汇

报就好了。复杂做，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想办

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刚工作时，乔伟发现有

个地方总是瓦斯超限，他每天都思考为何会出

现此情况，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会

的就请教老师傅，再解决不了的，就回学校请教

以前的老师，直到解决问题。”乔伟说。

“每天把活干好，今日事情今日毕。确保井

下工作地点瓦斯正常、无预警，确保井下能正常

施工、安全生产，同时确保沿途行径中通风设施

完好，通风系统正常，我就安心了。”乔伟认为，

自己的工作事关生产安全和工友们生命安全，

非常光荣、意义重大。 渊王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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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工作人员是基层的‘党代表’，既要

铸就听党指挥的忠诚品格，又要锤炼党建工

作过硬本领。”循着专家、教授的话，笔者走进

中煤新集公司培训中心党务人员培训班，近

距离观察参培人员的学习情况。

7 月 30 日至 8月 16 日，新集公司党委面

向全公司开设三期党务人员培训班，基层各

单位党委（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党支部书记

等共 300 余人分期参培。公司党委坚持问题

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精心制定

培训课程，并邀请淮南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

的专家、教授从意识形态、党建知识、廉洁建

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读懂“我是谁”

“作为支部书记，在党建工作中应该扮演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参加培训报到的路上，

这个问题一直在刘庄东区综掘党支部书记童

立新的脑海中徘徊。童立新的困惑并非个例，

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因个人经历、工作经历

的差异，对于自身在党建工作中的定位内心

都有着不同的解读，画着不同的问号。

面对种种问题和困惑，必须及时拉直大

家心中的问号，助推党务工作者首先读懂“我

是谁”。

淮南市委党校的吴业勤教授采取互答式

的教学方式带领大家开展了一次交流座谈，

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基准

提问大家：“作为党务工作者，大家对自己有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党务人员最重要的品

质是什么？”“对党忠诚”“以身示范”“支部书

记扎根基层一线最有发言权。”……

教室内，讨论声此起彼伏。“九层之台，起

于累土。党的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党的基层

组织，最坚强的力量来源于广大共产党员，广

大党务工作者要把握好四种角色定位，不忘

初心的‘公仆’、扎实勤勉的‘学者’、敢为人先

的‘探险家’、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面对各

种问号，吴教授言简意赅，真正实现让参培学

员从思想上读懂“我是谁。”

明白“往哪去”

“‘示范党支部’是我们党建工作项目化管

理的重要成果。实施党建项目化管理能够增强

基层党组织对党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让

基层党组织书记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思维

模式，使党建工作进一步条理化、明晰化。”

培训班晚课交流会上，授课老师带领大

家以“示范党支部亮点谈”为题，围绕基层党

支部党建工作“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展开

热烈讨论，聚焦示范党支部建设、安全生产、

职工稳定等难点，总结和分享基层党支部工

作新经验，找准增强党建工作的落脚点。

来自各单位的示范党支部书记现身说

法，为参培学员描绘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能

力画像”，与大家一起分享来自“基层一线”的

优秀党建工作经验，让参培学员加入到党建

工作体系化运作、品牌创建、规范化的推进进

程中来，将党建工作全面融入单位安全生产、

经营管理工作中去，不断提升党支部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示范党支部亮点谈”让

大家学有目标、行有榜样、实现行动上明白

“往哪去”。

学会“怎么走”

除理论授课外，本次培训还安排了“钉子

模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众志成城”等项

目的拓展训练，意在锻炼党员干部勇于担当

作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党员干部明辨

是非、善于决断的政治素养，锻炼党员干部个

人挑战与团队协作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党员干

部身体力行履行多重身份完美对接、无痕转

换的政治需求。

“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讲，到现场能

干”，这也是公司对党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重要

要求之一。对此，公司党委以培促学，通过集

中培训，着力在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能力上

做好文章，切实提高党务人员的能力素质，当

好战斗堡垒的“领头雁”。同时，结合重点工

作，列出清单，明确工作任务，工作难点和创

新点，让党务工作人员明白党建工作抓什么、

怎么抓、抓出什么效果，实现党务人员真正学

会“怎么走”。

理论学习、交流研讨、拓展训练是公司培训

中心“学讲研练考”教学模式的缩影。围绕政治

素质提升、党务工作人员能力提升等方面，采用

“教学+”创新培训模式，公司培训中心始终致力

于努力在“育人、聚力、创效”方面取得更大成

效，进一步激发党建活力，不断提高基层党建科

学化水平，推进公司提质发展。 渊董笑冤

北重集团防务事业部 601 车间党支部结

合车间需要，量身打造“党员创新工程”五步

法，为加强车间党支部创新创效发展的战斗

堡垒提供了“芯”动力。

“党员创新工程”五步法将公司全价值链

体系化精益管理理念融入到活动中，建立了

党支部抓引领、党小组抓落实、班组抓攻关、

党员全力实施、员工积极参与的“一引领、二

落实、三攻关、四实施、五参与”的“党员创新

工程”活动模式。

党支部抓引领———提升党支部
组织力、价值创造力

2017-2019 年，车间党支部通过行政

点题、党组织选题、向党员征题的方式围

绕“精益改善、价值创造”主题，在党支部

层面上，逐年深入地开展党组织引领行

动。

2017 年完成了“以点题征集方式，引领

解决车间瓶颈问题，实现精益节创 196 万

元”的党支部引领行动。2018 年完成了“以

项目负责制方式开展精益改善活动，实现

精益节创 230 万元，较 2017 年提升 15%以

上”的党支部引领行动，2019 年在车间精益

管理有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支部制定了

“构建电器、液压生产线‘价值流’单元体

系，提升车间管理创效能力”的党支部引领

行动立项，通过三年“围绕一个主题”的引

领立项，车间精益管理能力、产品品质、效

益效率、合同履约得到明显提升，最终提升

员工的幸福指数。

党小组抓落实———提升党小组
带动班组能力

车间党支部所属的三个党小组围绕支部

引领行动立项，以党员点题的形式，寻找并确

定各党小组在推进支部引领行动方面的优

势、重点、难点、窄口等。

经支部讨论通过后，2017-2019 年党小

组已经完成“动力缸滑阀精益改善课题”、

“开发武器控制组合试验台”等 7 项引领行

动，其中第三党小组制定的“示范+学习，建设

环境试验班为车间‘一岗多能’示范班组”的

党小组引领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缓解了

困扰车间十多年的电缆生产窄口问题，还让环

境实验班员工学会了电缆制作的新本领，增加

了一份新收入。环境试验班“一岗多能”班组建

设做法在车间各班组进行了推广，各班组都有

了新变化：电引班“131”班组管理方法、液压

装配班一周主题工作法、74 班向班前会要效

益工作法等等，都赋予了 601 车间个性化的

班组管理方式更多地生动内涵。

班组抓攻关———提升班组管理
能力

根据党小组的引领行动立项，各班组利用

班前会和现场技术技能交流等形式，从制约员

工个人和班组生产的瓶颈、关键技术、装配调试

难点等入手，组织班组员工集思广益，寻求最佳

的解决方案，确保党小组引领行动顺利实施。

第二党小组制定完成的改善电器产品试

验设备故障检测功能，提高车间检测效率

25%以上的党小组引领行动，责任区内的 74
班、电引班、电缆班分别对自己班组所用的试

验设备的仪表、电源、数据线进行改善，提高

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其中 74 班功率放大器试

验台使用寿命由原来的 100 小时提高到 800
小时；第一党小组制定完成的“规范单板调试

操作，节约返修成本 15 万”的党小组引领行

动，技术组和 02 班对现行单板调试方法工艺

进行改进，统一了员工操作，将某防务产品单

板调试返修率从 2豫降到 1豫，为车间降低返

修成本 15.4 万元。

党员全力实施———提升党员岗
位履职能力

车间全体党员围绕各党小组制定的“党

组织引领行动”制定具有创新性、挑战性且可

以较短时间内见效果的党员创新登高计划，

车间党支部对党员的创新登高计划进行一一

审核，经过与党员反复地沟通交流，帮助党员

明确登高目标，重新调整制定登高计划实施

措施，协助党员完成党员创新登高计划各阶

段实施目标。

在做实“党员创新登高计划”方面，支委

带着课题与党员“谈”登高。针对车间窄口，支

部会与党员谈登高。服务保障组几名党员共

同完成的登高计划，为车间制作的自动电缆

绕线，结束了车间手动缠绕电缆的的历史，大

大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针对年轻党员创

新创效意识薄弱，支部会与党员谈发展，技术

党员发明的便携式微型试验台，代替了车间

四台老式试验台功能，为员工检测提供了便

利。针对经验工作丰富的党员，支部与党员谈

创效，劳模党员又是班长制定“液压一个流生

产线”液压一线生产班组推行实施“单元式”

一个流生产模式，液压生产线生产效率较

2016 年提升 300%等等，2017-2018 年滚动

接力制定“党员创新登高计划”132 项，完成

132 项，推广 94 项，为车间解决技术问题 31
项，生产问题 33 项，质量问题 19 项，总结创

新成果 6 项，有 1 项“党员创新登高计划”获

得了公司资金支持，有 7 项“党员创新登高计

划”获得了事业部表彰。

员工积极参与———提升全员工
作质量

党支部每季度对党组织引领行动、党员

创新登高计划进行讲评、对典型的党员创新

登高计划邀请党员上台进行讲解，同时，在

“党员创新工程”成果展示会上，支委委员对

所在党小组党员的登高计划、党小组引领行

动进行点评，通过引领和登高闪光点展示、成

果发布、群众点评等形式，扩大“党员创新工

程”的影响力，让员工体会到创新创效带来的

成就感和喜悦感，达到了让“党员创新工程”

成果推广运用于车间生产的目标。近两年群

众参与的包装箱项目为车间节约价值 300 多

万元，电路板焊接工艺工装改进为车间节约

成本 15 多万元……

“党员创新工程五步法”活动的开展，进

一步凝聚了全体党员的智慧、激发了全体员

工创新创效的动力，让党支部的组织活力得

到精彩绽放。 渊郭新燕 冯燕冤

集输“匠人”王洪江
姻 朱清峰 丁玉萍

“谢谢王哥指导。”看着膨胀机顺利开启，

徒弟邵勇华向师傅诚恳地感谢说。

小邵口中的“王哥”就是西北油田采油二

厂油气处理部主管技师王洪江。

刚步入“不惑之年”的王洪江已在集输一线

工作了 21个年头，担任过设备管理员、运行组组

长、安全组组长等，大家尊称他是集输的“匠人”。

设备“神医”

“设备有灵性，你待它好它也会待你好。”

这是王洪江常说的一句话。

集输站库管理着包括大型压缩机在内的

设备 500 多台套，他像对待孩子一样精心呵

护，只要设备有点“头痛脑热”，他就饭吃不香、

觉睡不着。

多年的砺练练就了他“顺风耳”绝活，只要

围着设备转一圈，哪有问题，他一听便知。

一次，他在站上检查时，感觉到一台柱塞

高压掺稀泵声音有些异常，便立即停泵检查。

后经厂家对泵解体，果然发现缸体内阀体连接

螺栓脱落，幸亏发现及时才避免了大的损失。

站上有 4 台电机出现问题，返回厂家维

修，因为是意大利进口设备，无配件供应，成为

没人问津的“弃儿”。王洪江不信邪，主动认领

“弃儿”，通过改造，使这 4 台从废物堆中捡来

的电机重新上岗“服役”。

二号联 2 号单螺杆泵出口阀门阀板经常

脱落，导致机泵定子及万向节销子损坏。经他

诊断并改造，解决了这一大难题，仅定子维修

一项年节省近 300 万元。

几年来，他先后解决了四号联外输泵断轴、

丙烷压缩机电机轴承温度高等生产难题，自主创

新设计的“液位计钢丝绳液封装置”“多功能润滑

油加注桶”获得国家实用性发明专利。

检修“硬汉”

今年 5 月，二号联轻烃站检修激战正酣，支

部让党员骨干承包七个区检修任务。监护管廊

架断管及吊装焊接管线纵横交错，又是高空作

业，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划伤或碰挂。这一块“烫

手的山芋”交给谁？

“我来干！”当经理王波正为分派这一任务

发愁时，王洪江主动请缨。

“检修现场就是战场，必须盯紧，决不能有

丝毫差错。”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别看平时他话少，一到检修现场话就多起

来，看到现场有安全风险，就会扯着嗓子朝管

廊架上的人大声吼道：“上面断管的人系好安

全带，工具放好，脚底下提防点”“动火时下面

物品快拿走，用放火盘接好”……

从检修第一天起，他就全天候盯在现场，

一站一整天，累得腰酸背疼，就是不下战场。

在断管现场，为了找到最佳断管位置，提

高工作效率，他常常亲自爬上高约 5 米高的管

廊架，仔细勘察，尽量做到合理优化，减少断管

次数，保证施工进度。

检修任务顺利完成，可王洪江脸晒黑了，

人熬瘦了。大家心疼地说他太拼命了，他乐呵

呵地说：“挺好，权当减肥了。”

培训“高手”

“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又能打成几根

钉。”王洪江把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给他

的同事。

他按照“三个层次导师带徒”计划，定期为新

员工加餐补课。通过现场流动课堂、人人担任“小

老师”及技师讲坛等形式进行灵活授课，累计组织

理论及现场培训 30余期，累计培训 620余人次。

在他带动和影响下，白皓文、王雍、安晓晖

等一批技术新秀崭露头角，张华在集输工技能

比武中取得二等奖的好成绩。胡华楠、康仁德

等徒弟各个身手不凡，已成为他的“得意门

生”，在各自岗位上担当起生产骨干。他和其他

同事一道开展技改创新十余项,创效 3000 余万

余元。他获得“集团公司技术能手”、分公司“安

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8 月 8 日下午，皖北煤电恒源矿在办公

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党建标杆品牌活动阶段

性成果交流会。从全矿 31 个党支部中脱颖

而出的 5 个党建“标杆品牌”党支部的支部

书记分别向大家介绍了品牌创建实施方案

及具体做法、创建特色和取得的实际效果。

“我们支部创建的特色品牌是‘精准帮

扶进班组’。”综掘区党支部书记马凤森第一

个上场介绍，首先开门见山：开展此项活动

的意义和目的，就是为确保党建工作更好地

融入安全生产管理之中，他们成立了 3 个帮

扶小组，13 名党员分别深入到班队包保，每

季度开展一次反“三违”并进行帮扶教育活

动，每月深入班组开展一次教育培训活动，

每月深入井下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标准化检

查活动，考核实行百分制，还有专门的考核

细则，做到了与党员个人积分制考核有机融

合，取得了实效：安全生产方面 2019 年上半

年实现零工伤零事故；生产进尺超额完成矿

计划进尺任务，其中综掘一队 2019 年上半

年 1 次达集团公司快速掘进队标准；经营管

理方面，2019年上半年节约近 4万余元。

该矿技术地测、物资、运输、经管等几家

党支部支部书记也相继登场，介绍和展示了

各自的党建品牌实施办法和特色效果。场上

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对他们的经验做法表示

赞许。

展示结束后，该矿党委书记邵中南为 5
家授予恒源矿党建“标杆品牌”的党支部颁

奖，以资鼓励。

今年年初，该矿党委专门下发文件，鼓

励各党支部结合单位实际工作，围绕党建工

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探索和思

考，精心谋划和制定品牌创建方案，做到有

目标、有措施、有考核、有奖惩、有兑现，使创

建“标杆品牌”的过程成为一次加强党员教

育、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的过程，推动党建工作与安全生

产、经营管理等融合发展，党委组织部对各

支部的创建活动全过程督导，适时对成功的

党建特色品牌进行表彰奖励，并利用相对适

合的渠道进行宣传推广，继而在全矿形成创

新党建工作长效机制。

该矿党委书记邵中南表示，从 5 个党支

部介绍的情况来看，创建工作卓有成效，创

建方案切实可行，可操作性比较强；创建工

作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成效明显；在安全

生产、节能降耗、经营管理、技术创新上都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总之标杆品牌创建要达到

“易于操作、融入中心、突出特色、保证效果”

的目的，现在品牌既然树立起来了，就要发

挥好示范引领和以点带面的作用，各个党支

部之间要多学习多交流，标杆品牌要实行动

态管理，希望全矿各党支部继续努力，争取

在年底前，出现更多的标杆品牌。 渊吴小平/
文 孙晋亮/图冤

党务人员的“充电之旅”
———中煤新集公司党务人员培训小记

荫恒源矿运输区书记汪林光在做介绍

荫图为中煤新集公司党务干部培训拓展训练

“党员创新工程”五步法 增强价值创造“芯”动力
———北重集团防务事业部601车间党支部侧记

皖北煤电恒源矿：
党建“标杆品牌”创建见成效受表彰

淮北矿业乔伟获
“最美奋斗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