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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举办形式多

样、各具特色的“决胜小康、奋斗有我”群众性

主题教育活动，集中反映企业履行强军首责、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激励广大员工

建功新时代，奋斗新征程。

活动自 2020 年 8 月份开始，在历时四个

月的活动中，各分子公司、基层单位紧紧围

绕生产经营中心工作，陆续组织“决胜小

康、奋斗有我”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读

主题图书、看 《人民兵工》 纪录片等活动，

并成功举办首届“创新，让银光高质量发

展”“决胜小康、奋斗有我”职工创新成果

展，集中展示企业近年来在工艺技术、质

量、安全、环保、设备等方面取得的重要创

新成果和一线员工的创新精神。

银光集团从讲好银光故事，唱响主旋律、

弘扬正能量的角度出发，广泛发动、积极参与

“全民小康、央企担当”第三届中央企业优秀

故事征集展示活动，组织制作的《愿以一生报

党恩———记银光集团高级技术顾问尹世英》

专题片荣获“全面小康、央企担当”第三届中

央企业优秀故事二等奖。组织撰写的《双脚丈

量扶贫路》宣传稿件，被《中国兵工报》等媒体

采用，引起了广泛好评。结合兵器工业集团开

展“党课开讲啦”活动要求，银光集团选取“决

胜小康、奋斗有我”主题内容，以微党课的方

式，组织拍摄展播党性教育微视频，不断丰富

基层党课形式和内容，探索建立了多样化的

学习教育形式。

同时，银光集团文艺书画、武术、自行车、

音乐、摄影、足球、篮球等各协会通过自办、联

办等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鼓

舞员工士气，提升员工的使命感、归属感、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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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企业重点推荐的艺术名家———谢新辞
谢新辞，1948年生，福建神六集团董事长、高

级经济师、高级营养保健师、生物工程师、国家高

级书法师、全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中

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香港特别行政区文

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家学会副会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协会员、中国国家

民族画院特聘书法家、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员、联合国和平书画院院士、中国

书画艺术促进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企联书画院院

长、中华书法·中医药文化传承大师。曾任全国部

长将军养生课题组副组长、中国保健协会第三届

理事会兼职副理事长。

2010年获全国企业家书画大赛金奖。在各

大报刊上发表作品。作品被选入全国政协中国

当代书画家交流展。2011年，书写 《螺旋藻颂》

横幅书法作品搭乘神舟八号遨游太空，并作为

中国航天文化作品被收藏。2013年，同步进行

且歌且书，壁书201.3米狂草书法长卷，申请世

界吉尼斯纪录。被授予“艺坛领袖人物”荣誉

称号。2015年，和中国书法美术泰斗范曾先生

共同出版 《中华国粹翰墨至尊》 （两人册），入

编 《百年中国书画史》。2016年5月受联合国邀

请，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联合国中国文字日

“歌墨舞”狂草壁书表演和个人书法展，部分作

品被收藏。2017年六幅作品被分别刊登到美国

和法国国家流通邮票上，被中国邮政集团作为

纪念邮票发行。2017年四幅作品被印制在青花

瓷上赠送外宾。2018年，作品分别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外交部、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画院

收藏。2019年谢新辞先生代表中国书画艺术家

形象荣登美国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为祖

国点赞。2019年受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邀请

出席中日第二届友爱和平文化艺术交流展。

2019年荣获国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0
周年”勋章。2020年获“世界联手共抗疫情”

纪念奖。

■ 马琳 田中庆

冬日的陕西渭北，黄土高原最低气温在

零下 20 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无比，让人难

以忍受。在这塬上腹地，中石化地球物理公司

华北分公司 SGC2116 队正在进行富县羊泉三

维地震项目施工生产。面对工区山高坡陡、地

形复杂、气候恶劣等困难，该队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强化班子建设，培育优秀团队，开

展特色党建活动，深入推进党建和生产深度

融合，持续攻坚创效，奋力推动项目提速提

效，以特色党建引领项目生产安全高效高质

量运行。

夯实党建根基 培育务实班子

SGC2116 队党支部清醒认识到，要想带

好队伍，必须抓好班子建设。该支部以“筑牢

基层战斗堡垒，打造一流物探队伍”为目标，

强化队班子建设，夯实党建根基，培育务实班

子。

加强学习型党支部建设，提高班子成员、

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和专业技能水平，有计划

开展学习和培训，坚持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习

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上级单位文件和会议精

神，强化专业技术知识学习，班子成员带头开

展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取得实效。组织开

展“党建工作质量提升专题研讨”，让党员干

部认识到基层党建工作的独特优势，深刻理

解基层党建工作是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

政治方向内涵，如何做到党建与生产深度融

合等，统一思想、明确思路、提升工作水平。充

分发挥“堡垒指数”和“先锋指数”的抓手作

用，着力将党支部建设成为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的堡垒。

该党支部坚持狠抓廉洁从业管理，打造

风清气正的战斗堡垒。把“合同签订、后勤供

给、工农赔偿”这三大阵地定位为党风廉政建

设的“三大桥头堡”，加强管理，责任到人、承

包到人，坚持一月一谈心、一月一检查、一月

一总结，杜绝了一切违规违纪现象发生。

该队党支部书记曹鹏说：“通过班子建

设，培育了履职能力强、工作作风务实、风清

气正廉洁的领导班子，战斗力增强了，解决问

题的效率提高了。”

提升整体素质 打造优秀团队

企业生存发展、项目提速增效、员工综合

素质提升，都要依靠奉献意识强、职业技能

棒、思想觉悟高的党员队伍引领，该队聚焦党

员队伍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提升，多措并举，

锻造优秀团队。

“培养高素质的党员队伍，尤其是对青年

党员的培养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我

队通过压担子、提要求、担重任等办法，历练

党员和青工，提高个人综合能力，提升党员队

伍综合素质。”该队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彭淼

说。

鼓励党员青工多渠道学技术、练本领，利

用休队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参加

上级单位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培

训等。在施工中，发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作用，把党员青年安排在处理、解释和仪器

操作等重要岗位，搭建成长平台，给他们压担

子，让他们担重任，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

成长，从而提高综合技能，推进队伍整体素质

提升。

在羊泉项目施工中，SGC2116 队组织开

展“队干部及班组长领导力提升的实践与探

索”，以项目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

通过谈心谈话、问卷调查、座谈研讨等方式，

就“作风改善”、“会议质量提升”、“管理链条

优化”、“执行力强化”等问题进行研讨，集思

广益，制定措施，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而

锻炼了队伍，提升了队伍管理层的领导力和

执行力。

特色党建活动 助力提速增效

开展“116”特色党建活动，构建支委和党

员一体联动责任链条，发挥党组织优势，统一

思想，激发干劲，推进项目生产提速增效。

“116”特色党建活动即“1 区 1 带 6 保”。

“1 区”是指成立支委责任区，每名支部委员承

包 1 至 2 个班组，及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开

展“红旗班组”创建活动。“1 带”是指党员带群

众，每名党员带 1 至 5 名群众，强化争先创优

和安全质量意识，帮助提高作业技能，保证安

全作业。“6 保”是指通过 1 区 1 带，实现“保思

想、保作风、保基础、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

的“6保”目标。“1 区 1 带”是行动、是过程，“6
保”是目的和结果。

为推动活动实施，以“6 保”落实为考评

项，10天为一个考评周期，开展“红旗班组”和

“模范党员”等评选活动。一旬一评，实行动态

管理，颁发流动红旗和模范党员证，并评选特

别贡献奖。

活动开展以来，评选出了“红旗班组”放

线班、炮班、施工组，“特别贡献奖”阮孝福、皮

晓阳，“模范党员”刘国贞、孟庆贺、陈登峰、殷

建明、王凯、袁海东、鲍红等一批优秀班组和

个人，激发了员工斗志，提振了战胜困难、推

进项目提速增效的信心和决心。

曹鹏说：“我队党支部扎实做到党建和生

产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生产中

党员干部冲锋陷阵，为项目施工生产起到了

保驾护航作用。”

活动以来, 钻井日效从 330 口/天提升到

650 口/天, 最高纪录 694 口/天；放炮日效从

300 炮/天提升到 500 炮/天，最高日效 556 炮/
天。该队将聚焦年前收工目标，以党建引领，

奋力推进项目生产提速增效。

党建引领项目提速增效
“今天采购的食材新鲜不？有剩余吗？餐

余垃圾有多少……”近日，重庆高速巨能川九

公司后勤中心与总经办突击行动，对职工食

堂后厨和职工用餐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查和评

审。

为持续引导职工节约粮食，该公司及从

节约意识宣贯、制度执行、日常监督等方面入

手，不断推进“光盘”行动。

“小李，你打这么多的饭菜吃得完吗？你

要吃干净哟，一会把盘子拍个照发到群里

哈。”“你看刚炒出来的白菜好新鲜嘛，叶子还

是绿色的，回锅肉也安逸，放心吧，我肯定吃

得干净”。这是职工尹霞和潘莉用餐时的对

话。

据了解，川九职工以前的工作餐是外面

送来的盒饭，虽然要求餐馆每周交替变换菜

品，但因盒饭食材不新鲜，每天都有人觉得菜

品不合胃口而剩下饭菜，很是浪费。为了杜绝

浪费粮食，让职工吃好吃饱吃放心，该公司将

闲置的房间进行了改造装修，开设了自己的

职工食堂。

“自食堂营业以来，我们实行每日报餐

制，根据用餐人数采购食材，这样不仅能保证

食材新鲜，还能做到菜量不超，如当天临时增

加了人员就临时增补菜品，有效杜绝浪费。”

后勤中心经理向超说。

为把节约落到实处，后勤中心不定时约

定其他部门一起对食堂采购菜品和做餐情况

进行抽样评审，连续三次不合格就解除厨师

用工合同。同时还成立了义务监督小分队，发

现职工就餐时有浪费行为的及时提醒和制

止，并做好记录，每月对浪费的职工进行“黑

榜”曝光，对“光盘行动”的职工给予“红榜”表

扬。

“以前吃外面送来的盒饭根本吃不饱，不

是因为份量少了，而是食材不新鲜，每天要剩

很多饭菜，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现在不仅菜品

新鲜了，而且还有监督机制和‘红黑榜’，所以

既吃得放心，也避免了浪费。”职工吴春蕾兴

奋如是说。

回收垃圾的工作人员表示，自从有了监

督小分队后，每天的饭菜垃圾比起以前盒饭

时减少近 2/3，泔水桶内除食物残渣外，几乎

见不到剩饭剩菜。

渊彭光淑冤

落实监督曝光机制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

银光集团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精彩纷呈

图为员工在陡峭的山坡上布设地震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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