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又是一天平安作业

8 月 10 日至 13 日，中国兵器江南工

业集团公司举办了职工职业礼仪培训班，

40 多名职工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特邀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礼仪教研室主任谢晓兰和专任教

师刘红叶授课。课程重点从职业形象塑

造、职场交际方法、职场接待技巧、职场座

次安排等四个方面，采用图文演示、现场

示范和实操演练、互动交流的方式，对公

务交往中如何注重文明礼仪进行了系统、

全面的讲解。其间，现场演练互动环节采

用参与式教学方式，让所有学员共同进行

演练，活跃了现场气氛，增强了大家对职

业礼仪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得到了广大参

训学员的一致好评。此次培训提升了公司

职工的职业礼仪素养，丰富了职工多样化

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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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晖

完成利润 3.4 亿元，6 月 13 日踏上剩余

日产步伐，生产原油 62.11 万吨，完成半年计

划的 100.2%……这是今年上半年，西北油田

采油一厂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在低油价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压力

下，采油一厂党委号召全体干部职工锚定目

标勇担当，加速推进党建体系建设，实现与采

油厂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为全面夺取百

日攻坚创效行动胜利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

压实责任勇于担当，
保持思想在“起飞状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要思想不滑坡，办

法总比困难多。采油一厂党委依托“清单化、

流程化、节点化”党建工作方法，细化党员干

部“一岗双责”责任清单，从党委书记、行政正

职、党群副职、其他党委成员四个方面“定责”

95 条，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方面定责 148
条，进一步明晰责任，便于党委班子成员、支

委班子成员分块认领、操作执行，通过年度计

划、月度提示单的形式确保责任的有效压实。

在投资下沉后，采油一厂计划财务室号

召党员用好每一分投资，树立每一个节点都

有优化潜力的理念，充分调动了投资优化的

积极性。

以 TK969H 为例，在计划下达后，采油厂

组织开发研究所、生产运行室、工程技术室、物

资设备室等专业科室，对 TK969H可研批复投

资的费用进行逐项分析，分专业、分业务提出优

化措施。通过优化钻具组合，采用复合钻头，提

升机械钻速，钻井工程较设计周期减少 4天。

通过深入油藏认识，各部门多次论证，由

前期方案潜油电泵优化为常规机泵，采油工

程优化幅度 35.90%；通过进一步论证，取消

部分站内改造工程，地面工程优化幅度

31.53%，总计优化投资 799 万元。

振奋精神坚守使命，
保持精神在“进取状态”

在平凡中创造非凡，在创新中追求卓越，

这是采油一厂先锋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是沉

淀在采油一厂干部职工心中的精神 DNA。在

采油厂增储上产、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各个

阶段，文化建设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采

油一厂党委强化文化建设，通过文化建设充

分调动岗位员工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为采油

厂各项业务的顺利推进注入生机和活力。

该厂开发研究所党支部依托“专家型”研

究文化，开展“开发达人秀”评选活动，激发了

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他们应用岩溶系统分析

理论，通过注水、注气、措施和新井等手段对塔

河四区进行综合治理，在 4区东部表层风化壳

岩溶区构建表层大残丘集中气驱井网，在中深

部暗河主控区构建注水井网，已完成 11 个注

采井组构建。截至 7月 20日，该区块日产水平

达到 650吨，较年初上升近 200吨/天。

在碳酸盐岩油藏开发中，以实现“产量再

提升”为目标，配合单井注气提升有效率，积

极探索攻关调流治窜、堵水新工艺技术，上半

年实施各项提效措施 70 井次，累计增油 5.6
万吨，碳酸盐岩油藏整体产量由年初 1764 吨

上升至目前 2236 吨。

攻坚创效主动作为，
保持作风在“务实状态”

采油一厂党委对标严格的制度，对采油

厂所有“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重新考核

挂牌，在油田开发、生产运行、安全保障、成本

管控上对标行业一流。

今年上半年，采油一厂干部职工通过“一

手抓疫情一手抓生产”，在逆境中奋勇前进，

主动作为，实现了经营指标的好转。

在该厂油气处理部，技术人员紧盯装置

优化不放松，加大副产品增效力度。

“我们采取了提高原稳塔底来油温度和

气提气量等措施增加轻烃和液化气产量，通

过流程优化和精准控制，上半年实现了轻烃

超产 793 吨，液化气超产 173 吨。”油气处理

部生产安全运行中心主任辛铁强告诉记者。

该厂工程技术室充分挖掘增效潜能，通

过井下作业技术创新和工艺集成，全力推进

降本增效工作，形成了裸眼处理、套损治理、

落物打捞共三类 11 项复杂修井技术和 10 项

低成本工艺技术，8 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上

半年实施 60 井次，创效 560 万元。

疫情以及低油价的双重考验，是检验党

建工作的“磨刀石”，采油一厂党委落实张玉

卓董事长对党建工作“务实、融合、创新”的要

求，对标局、分公司新的战略目标和布局，高

起点、高站位、高质量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全

力聚焦“资源储量”，大力实施“开发增可采，

管理提效益”工程，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

素质过硬、本领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在局、

分公司打造“希望之实”的征程中始终“站排

头、争第一”。

西北采油一厂：
锁定目标勇担当 攻坚创效争先锋

■ 陈文 贺全明

“民生无小事，要处处体现民之所需、民

之所盼、民之所急。要让职工充分享受企业发

展带来的成果，才能促进企业更加健康和谐

长远发展，这也是公司职责所在、使命所系。”

川煤集团广能龙滩煤电公司致力推进民生工

程，把职工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当作实实

在在的大事，甚至还是急事、难事来抓，回应

职工所想、所盼、所急。

坚持整体推进矿区环境治理遥 野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

观。要以安全绿色护航，健康和谐共享理念，

推动矿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最

大限度改善民生”。今年来，龙滩公司党政负

责人首先把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生举措来抓。

龙滩公司对工业广场后大门部分地段进

行硬化，同时，在工业广场地段彻上花台建立

绿化带，对井口、储煤坪道路两旁进行绿化，

栽种大量的翠竹、杜鹃花、桂花、月季等绿植；

对矿区所有的道路的路沿石进行修补；并加

快对矸石山治理工程。修筑排水沟渠、雨水收

集池，永久性挡矸墙，喷浆履盖矸石山防止自

燃。

关心职工吃住行并落到实处遥“实实在在

存在的民生短板，都是职工最需要办好的事

情，也是最能赢得民心的事情”。今年来，龙滩

公司党政负责人始终把解决职工的吃住行纳

入公司重点工作，关心职工生活冷暖，千方百

计解决职工吃住行的问题。

“食堂伙食职工反映味道不好，品种单

一。”公司即刻派人组织食堂负责人到食堂搞

得好的兄弟单位去学习取经。“宿舍漏水，下

水道堵塞”，公司就立即责成相关部门专人负

责对房屋进行修补、粉刷，对房顶垃圾进行清

收，疏通排水管道，重新深挖改造地下排水系

统。“部分广安到公司没车职工感到交通不方

便”，公司及时提上日程新购车辆，开通到广

安的通勤车……在职工吃住行方面让职工深

切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建设幸福生活世界与精神家园遥“作为西

南地区一流的现代化矿井，不能仅仅以安全

生产经营管理成绩来衡量，更要把牢职工身

心健康关口，丰富职工文娱活动，把矿井建成

为广大干部职工的幸福生活世界与精神家

园，让矿区充满生机与活力”。近年来，龙滩公

司党政负责人十分关心职工身体健康、缓解

职工工作压力，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努力实现

企业发展成果全员共享。

6 月份来，龙滩公司为确保职工健康、平

安、安心地生活与工作，为各基层单位配发电

子血压计，常态化为职工进行健康检测；党政

负责人在为各基层单位送清凉时了解到天气

炎热，现配备的风扇不能满足职工需求等问

题后，及时第一批次购回 4 台大型冷风机，全

部分发到人员多而集中的洗选厂、机电队、运

输队等基层单位高温工作场所，为他们送去

实打实的清凉。同时，还精心筹备每月末开展

一次职工拓展游戏及现场安全知识抢答赛、

娱乐性强等趣味性系列活动，凝聚职工精神、

振奋职工士气，助力公司安全生产，促进矿井

和谐发展。

“对职工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

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

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

工作和生活。”今年来，龙滩公司党政负责人

坚持深入基层，从小处着眼、实处着手，认真

履职、为职工办实事，积极推进各种民生工程

惠及全体职工，实现企业发展成果全员共享，

矿井气氛温馨和谐，建设美丽、宜居、幸福家

园正蹄疾步稳。

龙滩煤电公司致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 夏秀华 解红利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山东能源

肥矿集团曹庄煤矿开展“安全为了谁”主题大

讨论系列活动，通过“劳模话安全”“老区长讲

安全”“亲情嘱安全”三部曲，进一步唱响“我

要安全”主旋律，筑牢矿井安全防线。

劳模话安全 奏响“责任担当曲”

“安全为了谁？谁是安全的最大受益者？

安全是为了职工个人及家庭幸福，没有安全

就没有个人的发展，安全不能决定一切，但安

全一定能否定一切。”山东能源集团劳模王光

民在曹庄煤矿采煤工区班前会上采用丰富的

课件形式，阐述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该矿邀

请近年来矿井劳动模范走进一线区队宣讲安

全形势任务教育，传授多年积累的安全经验，

诠释劳模的责任与担当，用劳模的荣誉感，劳

模的先锋模范精神，动员区队干部职工在企

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各项工作中主动作为、

岗位建功。

“安全抓不好，受伤害是自己，我们一定

要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工作中结好安

全对子，真正做到互保联保。”肥矿集团劳模

赵洪利、蔡立万、闻升红先后发言，他们用劳

模带头引领故事，安全寄语等形式，激发职工

们奋进动力。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以劳模为标

杆，抓安全、促发展，争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新山东能源整合发展的主力军。

老区讲安全 奏响“安全教育曲”

8 月 3 日，曹庄煤矿邀请退休老区长到

掘进一区讲安全话安全。“安全是什么？安全

和生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安全为前提

生产将无从谈起。‘安’字是家下面有一个

‘女’字，寓意是有老婆孩子才算是完整的家，

为了家中的妻儿应牢记安全；‘全’字是一个

人一个王组成，区队要有个好的领头人，引导

和带领职工干安全活、端安全碗、挣安全钱。”

该矿退休老区长武仁宜为职工解读了安全二

字的意义。

四名退休老区长分别讲安全、谈经验，共

同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分析案例原因、总

结教训、制定安全措施，用几十年工作中的具

体安全做法、先进经验，为大家上安全警示教

育课。一则则生动的安全故事，一例例触目惊

心的事故案例，触动职工心灵，老区长贴近一

线实际，丰富的安全经验，让职工受益匪浅，

充分认清“安全没有旁观者”“安全警钟长鸣”

的重要性，再紧安全弦，再提安全认识。

“抓安全要稳准狠，一切的麻痹大意都是

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希望矿工们让父母妻儿

放心，绷紧安全弦，在安全上不能有任何的松

懈，一定做到不安全坚决不生产。”老区长张

荣科叮嘱说。

安全始于足下，通过班前会上聆听老区

长话安全，职工们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踏实工

作，学安全知识，总结安全经验，上标准岗，干

标准活，将安全生产工作做细做实。

亲情嘱安全 奏响“爱的协奏曲”

“在我的心中，您像山一样给了我们全家

依靠，是您为我撑起一片天，让我可以在蔚蓝

的天空下无忧无虑的成长！爸爸，您的安全是

我们永远的牵挂！”8 月 7 日，曹庄煤矿工会、

团委到维修加工中心开展“安全为了谁”主题

大讨论系列活动之童心盼安全的活动，职工

张涛的女儿满怀深情地朗诵《致爸爸的一封

信》，信中真挚朴实的寄语，将安全生产与家

庭幸福联系起来，表达了孩子对父亲的爱和

对安全的期盼。

曹庄煤矿抓好安全生产，充分发挥亲情

嘱安全作用，让父母、妻子、孩子走进一线区

队班组，为他们送上安全寄语，开展安全慰问

活动，浓厚亲情氛围，让安全生产充满温情。

“在工作中一定严格按章作业，正规操

作，挣安全钱，提升家庭幸福指数。”“安全系

全家，为了父母，下井时刻牢记安全。”听了

父亲的嘱托，职工姜滨、彭兆锋许下安全承

诺。伴随着歌曲《父亲》熟悉的旋律响起，现场

儿子紧紧拥抱老父亲，感恩父母，传递真情，

让爱涌动。

“有妻子细心照顾这个家，我才能安心上

班，不能带着情绪工作，高高兴兴上班，平平

安安回家。“在井下一定按章作业、正规操作，

牢记安全。”职工陈芝金、庄庆军动情地说道。

一句句叮咛，寄托着一份份真情，“一人安危

系全家，全家幸福系一人”的安全意识深入人

心，真正让安全责任扎根家庭，用真情助力矿

井安全生产。

北重“劳模工匠大讲堂”
开讲啦

7 月 23 日，中国兵器北重集团“劳模工匠

大讲堂”开讲。第一期由全国劳动模范、“北疆工

匠”、自治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郑贵有主讲。他从细长轴车削加工的特

点入手，着重从细长轴车削加工过程中，车刀主

要几何角度、切削用量三要素的选择，以及车削

细长轴加工经常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法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让学员了解到细长轴的加工技巧，

在生产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北重集团“劳模工匠大讲堂”活动将成为

常态化工作，每月举办一期，将“劳模工匠大讲

堂”与先进操作法、高技能演示相结合，在传承

好劳模工匠的绝活技能的同时，不断提升职工

技能水平，激励职工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建功立

业。 渊何庚冤

透过数字看发展
———记“北重集团公司 2018-2019年

度先进基层党组织”

■ 郭新燕

“1327”名党员，“70”面党旗，“5141”项创新

成果，这三个数字，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兵器北重

集团防务事业部党委理思路、解难题，以高质量

党建工作，助力履行好强军首责、推动高质量发

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防务

事业部成立四年来，先后荣获集团公司军品生

产先进单位、包头市五一劳动奖状、公司年度特

殊贡献奖、年度先进集体、先进党委、工会先进

分会等多项荣誉。

1327名党员：
亮身份、做表率、破窄口

防务事业部党委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

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坚

持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教育，教育引导事业

部 1327名党员勇于担当、彰显先进，做到关键岗

位有党员领着、关键工序有党员盯着、关键时刻

有党员顶着，为强军首责目标保驾护航，确保公

司 2020年各项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

结合每年生产经营实际，防务事业部在各

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先后开展了“党员先锋

岗亮身份”和“两个助力”党内主题实践活动，有

效促进了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的发挥。

502 车间是生产火炮关重件身管的机加车

间，负责公司车载某产品的中间工序，深孔、身

管两条生产线都在满负荷运转。党员张立峰就

如何更好地完成车载某产品的产出任务，按照

生产全流程不断对各个环节进行分析，颠覆传

统思维模式，为车载产品“量身定制”工艺流程，

抓产量的同时提质量，为产出上了“双保险”。

70面党旗：包联到支部，解难在一线

防务事业部作为军品产出的主战场，对所

属各车间、直属部门的生产经营工作进行分级、

分线管理，建立事业部领导—生产管理部领

导—总装车间主任—配套车间联点领导—配套

车间主任五级领导责任体系，实时监控生产进

展，全力确保产品按期产出。防务事业部认真研

判生产线军品生产实际情况，组织了部分关键

生产线、关键设备、关键工序的加班生产，保障

了生产有序进行。

事业部党委利用各单位现有办公条件，陆

续打造了 13 个党员活动阵地，开展了“示范党

支部”“党员创新工程示范党支部”建设活动，制

定了示范评价标准，2019 年对首批示范党组织

进行了表彰。

401 车间党支部开展“炮位配送”引领行

动，项目的实施降低一线班组分件的工作时间

12.5%，为车间生产线优化调整奠定了基础。503
车间党支部围绕 130 舰炮生产难题确立党组织

引领项目，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工艺加工方法，

提高了生产效率。601 车间党支部将兵器工业

集团提出的“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思想”融

入到支部建设中，创建了“共享清单”党支部特

色工作法，实现了党支部工作精益化、体系化。

5141项创新：一切为了生产服务
防务事业部成立以来，为做好防务产品的

生产，事业部党委深入推进“党员创新工程”,通
过推行“主项目—分项目”的方式开展“党组织

引领行动”，覆盖市场开拓、工艺技术创新、精益

管理等各方面，累计完成 276 项。破解生产经营

难题成效显著。

事业部党委制定具有创新性、挑战性、可实

施的“党员创新登高计划”，在党员中掀起了“比

创新、比价值创造”的热潮。“党员创新登高计

划”累计完成 5141 项，产品工艺通过优化数控

程序、设计工装夹具、改进刀具等措施，取得了

某产品加工在原基础上提效 25%，某平台生产

效率提高 3 倍等多项成果。

防务事业部党委坚持党建带工建、带团建，

深入推进员工经济技术创新工程，累计开展劳

动竞赛 1283 项，参赛员工达 1.8 万人次,通过表

彰大会、现场表彰等多种形式发放奖励 400 余

万元。广泛开展高技能人才技艺演示，挖掘提炼

先进操作法 38 项，取得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相融互进，防务产品机加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生

产计划完成率达到 100%。

防务事业部党委坚持把党建工作放在改革

发展全局中进行谋划，在履行好强军首责、聚焦

主责主业、强化科技引领中，找准切入点和着力

点，处理好虚、实关系，从根本上解决党建工作与

中心工作“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同频共振、融

合共进，以公司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党建成效。

安全“三部曲”唱响“我要安全”主旋律

江南集团举办职工职业礼仪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