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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故事·党建引领2

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炼铁部球团作业区党支部

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生产技术攻关

D优秀党员风采

鞍山钢铁铁运分公司修建厂纪委开展警示教育

“清风行动”同我行 廉洁自律风气正

成绩单：王怀权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积极创新班组管理模
式，狠抓班组建设，由他实施的“以契约化管理为依托，为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成果荣获鞍钢集团“安康杯”班组安全建设成果二等奖；他技
术水平过硬，工作能力强，先后荣获能源管控中心、鞍钢股份、鞍钢集
团制氧工技术能手称号10余次，荣获鞍钢集团合理化建议二等奖1
项，拥有先进操作法2项。曾荣获鞍钢股份能源管控中心、鞍钢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姓名：王怀权
参加工作时间：
1990年12月
入党时间：
2004年3月
岗位：
鞍钢股份能源管控中
心氧气分厂制氧作业
区六万集控站区域长

（攀钢记者站 杨子昂 整理）

鞍钢众元产业工程发展公司环保分公司党支部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重轨轧制专家冯广臣

青春无悔勇担当
——记西昌钢钒板材厂热区点检作业区点检组组长周龙

通讯员 高飞

鞍钢股份大型总厂型材生产
线白班党小组党员正在开展技术
攻关。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党小
组结合生产实际，下大力气开展降
本增效的共产党员攻关立项活动，
通过“优化给定量数值匹配度，调
节给定偏差和进锯速度”等措施，
实现了球扁钢端部锯切质量的明
显提升。前7个月完成阶级性创效
55万元。

本报记者 王颖 摄

D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攀钢工程公司党委

“光瓶行动”引领节俭新风尚

D廉政之风

鞍钢众元产业运维公司党委深入开展“清风行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金宇 通讯
员 王开明）鞍钢众元产业工程发
展公司环保分公司党支部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实际工作成效，努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今年上半年，该公司
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党支部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反复研读、深学细思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
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感党恩、
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让伟大建
党精神在党支部生根结果。同时，

该党支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精准落实“党建+创新服务”
大思路，努力构建大党建格局，通过
党建+精益化运维，以真心实意谋
持续发展；党建+班组建设，推动契
约管理助提质增效；党建+创新工
作室建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促
进管理与服务双提升。围绕“拿项
目、建队伍、起作用、作贡献”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职工充
分迸发积极性和创造力，打造精益
化运维保产团队，为主体厂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全面提高党支部的战
斗力，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颖）在“党风廉
政警示教育日”到来之际，鞍山钢铁
铁运分公司修建厂纪委把警示教育
日与“清风行动”专项治理紧密结合，
深化“抓党风、转作风、带厂风”正风
肃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向纵深发展，营造“清风行动”与我
同行浓厚氛围。

为筑牢遵规守纪、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该厂纪委要求各党支部组织
开展全员警示教育日宣传教育；各部
室、作业区组织两级管理人员开展遵
规守纪廉洁教育；两级领导干部组织
开展关键岗位人员廉洁风险专题教
育。通过编发《修建之声》廉政专刊

传达各类违纪违法案例，使关键重要
岗位人员以案为鉴、珍惜岗位家庭、
远离违法犯罪。

在警示教育大会上，该厂纪委组
织全体职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针对
开展备件采购及库存管理问题专项
整治进行专题安排部署，与57名关键管
理岗位人员签订了《铭记“8.08”——“清
风行动”与我同行》廉洁书，该厂党政领
导围绕反腐蚀、提质效、树新风开展
警示教育，增强了党员干部遵纪守
法、廉洁从业意识。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三会一
课”、党史学习教育组织生活会，以及
班前会、座谈会等形式，引导教育干

部职工增强纪律红线和法律底线意
识，查摆岗位廉洁风险和当前存在的
突出问题，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反盗
窃、反物料流失工作中风险漏洞的具
体措施，切实抓好各类问题整改，防
控经营管理和廉洁风险。

该厂纪委负责人表示，通过党风
廉政警示教育日的有效开展，该厂将
结合点多线长面广、工作区域分散、
管理环节多幅度大等特点，狠抓物料
管理和工程管理上的漏洞。在物料
管理上，结合“五大专业”各种物料品
类多、数量大，防范和管控复杂、难度
大，流失风险大等特点，通过开展备
件采购及库存管理问题专项整治，重

点破解仓储管理、废旧物资管理、现
场物料回收、闲置铁路设备等方面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难点，提高整改执行
力，确保物料不流失。在工程管理
上，该厂围绕铁路维检修工程项目较
多，存在工程管理和廉洁风险的实
际，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通过综合
改革理顺管理界面、工作职责、业务
流程，明确具体事项管理措施；推行
工程项目负责制，每项工程必须有专
业人员监管，严格管理程序及具体要
求。工程管理人员既有职有权，也要
按照管理程序规则办事。同时，强化
系统监督、专业监督和专项监督，确
保出现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本报讯 （通讯员 赵超）“会
后，请大家把没喝完的矿泉水带走，
路上还可以解渴。”近日，在攀钢工程
公司半年度干部大会上，主持人提
醒参会人员带头实施“光瓶行动”。
这是继践行“光盘行动”后，该公司党
委推出的又一项节俭新举措。

该公司党员职工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以及坚决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切实强化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
想观念，从节约一滴水、不剩一粒米
等具体事项入手，积极培育节俭的

餐饮文化；采取有针对性、操作性、
指导性强的举措，在小食堂或会议
室等场所摆放“严禁浪费”提醒标
识，加强教育引导，倡导节约风尚，
杜绝“会场上的铺张”、堵住“舌尖上
的浪费”；充分利用各类会议、微信
公众号等媒介，广泛宣传引导广大
党员职工从节约一滴水、一粒米、一
度电做起，共同营造“节约从我做
起”的浓厚氛围，建立健全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

该公司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
践行“光瓶行动”，以实际行动带领
职工群众厉行节约、降本增效。

冯广臣1933年出生，辽宁省
鞍山市人，中共党员。1952年6月
参加工作，在鞍钢大型厂轧钢车间
做轧辊调整工，后任班长。1959
年，荣获全国群英大会冶金系统
先进生产者。1968年为支援三线
建设到攀钢，曾任攀钢轨梁厂轧
钢车间主任等职务，1988年退休。

1968年，冯广臣从鞍钢到攀
钢，进入三线筹备组，参与到攀钢
建设中。1970年，冯广臣正式分
配到攀钢轨梁厂，担任轧钢连连
长职务，随后带队到鞍钢培训实
习。1973年，完成培训任务后，他
带队回到攀钢轨梁厂。之后，冯
广臣参与到轨梁厂生产筹备建设
中，主要负责轧钢对口施工、生产
准备、人员培训和思想教育等工

作。期间，冯广臣因其丰富的轧钢
技术参与到生产线轧机排列方案
设计工作中。建厂期间，为了确保
备品备件及时到厂，他克服当时交
通不便，不辞劳苦，辗转上海、杭州
等多地进行订货、采购，为轨梁厂
正常投产作出了贡献。轨梁厂投
产后，冯广臣担当了生产调度指挥
工作。1974年8月16日，他和所有
参与轨梁厂建设的创业者见证了
攀钢第一支方钢的诞生。之后，他
担任了轧钢车间主任，带领轧钢车
间职工先后轧制出圆钢、工字钢、
310乙字钢、槽钢、钢轨等产品。

冯广臣作为最早参与攀钢轨
梁厂的建设者和创业者之一，为
轨梁厂的建设、投产和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 （记者 邱梅） 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鞍钢股份鲅鱼圈
分公司炼铁部球团作业区党支部坚
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实施
生产技术攻关，使球团产能完全达
到设计水平，并实现了绿色生产。

为防止氮氧化物排放超标，该
作业区球团产能始终只能控制在设

计产能的 75%。经过调研论证，该
作业区将降低系统漏风率作为解决
球团主电除尘出口排放氮氧化物超
标的重要抓手。为此，该作业区党
支部号召全体职工对球团三大主机
系统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漏风及时
补漏，不具备作业条件的利用检修
时间进行集中补漏，使漏风率持续

下降。
此外，该作业区党支部技术人

员通过多次技术研讨，引进新型低
氮燃烧器。这种新式低氮燃烧器改
变了传统的空气与氧气结合方式，
回转窑内温度分布及火焰状态都与
传统燃烧器不同，有效抑制了氮氧
化物生成，使电除尘氮氧化物排放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该党支部注重对职工业务素质

的培养，请厂家专业人员集中对全
体生产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讲解新
型低氮燃烧器安全及操作要点，确
保培训合格后上岗操作，实现了新
式低氮燃烧器一次安全点火烘炉
成功。

本报讯 （记者 高洋洋） 鞍钢众
元产业运维公司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两
级公司党委要求部署，深入开展“清风
行动”，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以“反腐
蚀、提质效、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的专
项治理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该公司党委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实

际，以建设廉洁销售链、廉洁采购链、廉
洁资金链、廉洁工程链、廉洁资源链为目
标，党委书记牵头统筹谋划、纪委书记监
督推进，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清风行动”开展以来，该公司党
委通过开展谈心谈话、强化警示教
育、深入自查自纠等重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共有 7 人主动报告违纪问
题。经查证核实，对其中 5 名同志给
予批评教育、1名同志进行诫勉谈话、

1名同志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全
部上交。

该公司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严格日常监督，健全工作机
制，确保两级公司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
实到位，推动“清风行动”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 （记者 刘金宇 通讯
员 都基洋）“5号选手抢答成功，
请回答这道问题！”

日前，在鞍钢矿业弓长岭铁
运公司青年职工安全知识竞赛现
场，参赛选手们从容应对，拼实力
拼手速，把比赛推向高潮，这是该
公司团委开展“安全生产青年先
行”系列活动的一个场景。

该公司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切实发挥青
安岗监督作用。今年以来，该公司
团委组织广大青工开展了“安全生
产青年先行”系列活动，进一步强

化青年职工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
任，推动安全发展。

不放过小事，不忽视细节。做
到从思想认识上抓起，从隐患源头
上治理，从生产效果上评价，从技术
创新上提升。该公司团委围绕本单
位安全生产中的重点区域，在危险
源点设立青安岗安全温馨提示语，
在重大风险及危险源区域全部设立
了青安岗。为实现本质安全，该公
司通过青年创新登高立项完成了矿
用自翻车紧急制动阀创新改造项
目，增加紧急制动阀声音报警功能，
助力企业生产安全稳定。

鞍钢矿业弓长岭铁运公司

安全生产 青年先行

他扎根一线，甘于奉献，24小时待
命为高效生产保驾护航；他争先创优，
勇于担当，为实现设备“零”故障运行
默默奉献。他就是西昌钢钒板材厂热
区点检作业区点检组组长周龙。

勤学苦练 增强本领

2012 年，周龙从学校毕业后来到
西昌钢钒板材厂工作，成为一名机械点
检员。面对火红赤热的钢坯，他有些退
缩；看到一块块钢坯神奇地变成一卷卷
钢卷，他又产生了无比的好奇。他鼓励
自己静下心来向师傅学习技术，不懂就
问，尽快提升自己的技术技能。

2013 年 2 月，周龙的师傅因个人
原因突然离职，整个加热区域和粗轧
区域液压润滑点检工作的重担一下落

到了他身上。在困难面前，周龙没有
逃避，勇敢地承担起责任。白天上班
时间紧凑，他就中班留下来在现场熟
悉图纸和设备，学习点检要领。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 3 个月的锻炼，周
龙已能基本胜任加热炉和粗轧区域的
液压润滑设备点检工作。

敢于担当 勇往直前

2014 年 5 月，周龙将液压润滑设
备的基础工作整理完善后，对现场工
艺液压原理图进行优化。首先，他对
加热炉出料炉门液压控制原理进行优
化，将原来普通的电液控制系统优化
成比例控制系统，提高加热炉出料炉
门的稳定性。其次，针对加热炉装、出
钢机抬升装置振荡和速度不受控的问

题，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找出问题症
结，突破以往常规的思维模式，创新地
将装、出钢机抬升装置由最初的回油
节流回路改成进油节流回路，完全解
决了加热炉装、出钢机抬升装置振荡
和速度不受控的问题。

2018 年 7 月，R2APC 控制系统接
二连三地发生伺服阀打爆的问题，严
重困扰着点检作业区。为解决这个难
题，周龙主动请缨承担项目攻关。他
通过增加压力传感器装置、采集伺服
阀控制油压力曲线值等措施，最终发
现问题原因是 R2APC 控制系统是闭
环伺服控制系统，液压阀的响应速度
快，控制流量大，引起液压主控制回路
的压力波动，导致伺服阀疲劳损坏。
问题虽然找出来了，但热轧线是连续

性生产线，不允许长时间停轧，改造的
费用也非常有限。周龙没有妥协，在
不改变现有液压阀块的前提下，设计
出带减压功能的过滤器装置，成功解
决了 R2APC 控制系统伺服阀打爆的
问题。

2020 年 3 月，周龙担任西昌钢钒
板材厂热区点检作业区机械点检组组
长。工作中，他与同事共同学习、相互
配合、团结协作，不折不扣地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通过全组人员的努力，
2020 年，机械点检组全年完成 500 万
元的油脂消耗指标，创投产以来的最
好纪录，获得板材厂“优秀班组”称
号。周龙本人也获得板材厂“优秀班
组长”、西昌钢钒“卓越之星”、鞍钢集
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党员立项攻关
降本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