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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七个一百”主题活动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周年，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日前
日前，
，鞍钢集团党委在全集团开展“百
名书记谈初心、
名书记谈初心
、百名党员话使命
百名党员话使命、
、百个堡垒展风采
百个堡垒展风采、
、百堂党课讲党史
百堂党课讲党史、
、百部教育片强党性
百部教育片强党性、
、百项工程助发展
百项工程助发展、
、
百件实事惠全员”
百件实事惠全员
”主题活动（以下简称“七个一百
七个一百”
”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
），进一步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讴歌新时
代、
奋进新征程、
奋进新征程
、
展现新气象、
展现新气象
、
争创新贡献，
争创新贡献
，
为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鞍钢注入强大动力。
为建设高质量发展新鞍钢注入强大动力
。
本期围绕“百名党员话使命
百名党员话使命”
”主题
主题，
，刊发六名党员先进典型人物心得感悟
刊发六名党员先进典型人物心得感悟，
，充分展现广大党员干部在各
条战线、
条战线
、
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

用实干诠释担当
攀钢钒钛党委组织部党建工作一级经理 母景琪

理想之光照亮创新之路
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电磁冶金首席工程师 金百刚

我在鞍钢工作的 13 年里，有奋斗，更有收获，是鞍
钢给了我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
在这期间，我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深知自己是
一名党员，一直牢记自己为党、为国家、为企业奋斗终
身的初心和使命，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驱动着我不
断前行。
曾经，
“复合电磁冶金”技术在国内钢企还没有使
用，国外钢企的应用效果也不理想，首次使用，我们同
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经过 8 个多月的不懈努

力，我和攻关团队终于成功完成“鞍钢板坯连铸机电
磁搅拌工艺和装置的开发”。随后，我又经过 3 个多月
的反复分析和设计，成功开发出国内首例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连铸结晶器电磁制动动态控制新工艺”，彻
底解决了生产难题。
炼钢部复合板生产线是鞍钢引进的国外唯一的
一条复合板生产线，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我主动向领导申请，成立了复合板技术攻关团队，先
后解决了高碳钢复合板焊接开裂等多项技术难题，并
成功开发出 8 大类 31 个高端特厚钢材新品种，打通了
从产品研发到批量生产的关键工艺路径，使高端复合
坯年产量提高 320%，复合板产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最好
水平，
实现了持续盈利。
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辽宁省企业博士后基金和辽宁省博士后集聚工程
特别资助；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奖项 22 项、市级
及鞍钢级科技奖 68 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63 项、企业
专有技术 72 项，发表论文 60 余篇。2020 年，我被批准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在回头看看这些沉甸甸的荣誉，我深切地感受
到，是鞍钢让我收获了这么多成果，是鞍钢为我提供
了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照亮了我的创新之路。

“把职业当事业，把使命当生命！”这是我的座右
铭。自 1997 年从事党务工作以来，我干一行爱一行、
爱一行精一行，不断强化业务学习，成为了同事口中党
务工作的“行家里手”。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在完成上级党组织规定的任务基础上，不断
开拓创新，
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发展优势。
通过建立公司“党委+党群工作部门+基层党委
（总支）+党支部+党员”五级党建管理体系，列出党建
工作“责任清单”，年度工作做到清单化、项目化、责任

化、节点化，压紧压实党建工作责任。指导并成功创建
鞍钢集团党支部工作示范基地 4 个、样板党支部 9 个。
策划攀枝花市“三线阳光”企业党建联盟“党建+钒钛”
论坛活动，指导 15 个基层党组织参与党建共建，协调
解决问题 50 余项。
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高度契合、紧密结
合、深度融合，构建“地企沟通型”党建共建模式。指
导攀枝花钒厂党委与攀枝花市东区生态环境局党组
签订了“联创共建”协议书，通过共育党员、共听党课、
共创先进、共享资源、共谋发展“五共”活动，以绿色发
展成果体现党建工作成效；指导钛冶炼厂党委与兴中
钛业公司党支部共同签署了“党建联创共建”协议书，
密切了战略客户合作关系，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全面推行“党建+项目品牌化”培育工作，塑造
了“党建+A 级示范作业区创建”
“ 党建+销售提速”
等 11 个 党 建 品 牌 。 参 与 的《以 党 建 引 领 混 合 所 有
制 企 业 发 展》等 多 项 党 建 研 究 课 题 在 鞍 钢、攀 钢 获
奖，撰写的《党建+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等文章在
省部级刊物发表。
24 年来，
我凭着对党建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以实干
诠释担当，用自己不懈的追求谱写了一曲无怨无悔的
奉献之歌，先后获得鞍钢及攀枝花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攀登技术高峰的“铿锵玫瑰”
鞍钢工程发展建设建材分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王静

勇做技术创新的实践者
鞍钢矿业齐大山铁矿设备室机电主任工程师 马连成

1994 年 8 月，我毕业分配到鞍钢矿业齐大山铁
矿，1998 年 12 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
我就感觉自己有了责任，承载了为企业发展不懈奋
斗的使命。27 年来，我一直从事自动化、信息化工
作，一直扎根矿山现场，针对现场的重点、难点以及
瓶颈问题开展技术攻关，曾先后获得辽宁省“五一
劳动奖章”
“ 鞍钢优秀共产党员”
“ 鞍钢先进生产者”

等荣誉称号，在 2020 年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省
职工创新大赛上获得专业组一等奖。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我充分践行为职工服务的
宗旨，
积极为职工排忧解难，
每月拿出一天时间参与
“当一
日岗位职工”
活动，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解决职工群众关
注的实际问题。我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上，
加快齐大山铁矿智慧矿山项目建设。作为项目
负责人，
为了能更好推进项目完成，
我将项目层层分解，
随
时掌控项目进展情况，
确保项目按进度完成。
参加工作以来，
我无怨无悔地战斗在第一线，
积极
学习专业前沿技术，理论实际相结合地解决设备难
题。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努力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带动党员主动攻关，破解生产瓶颈，开展群众
性创新活动，激发团队成员创效热情。齐大山铁矿党
委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努力培养一
支“技能型、专业型、创新型、知识型、服务型”人才队
伍。截至 2020 年，创新工作室共完成创新攻关项目 90
余项，获鞍钢重大合理建议技术改造奖 48 项，获得矿
业公司职工创新工作室创新项目成果二等奖 2 项、三
等奖 2 项、优秀奖 14 项。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工作后，我成为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2002 年，我终于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
员。面对庄严的党旗，
我的心情异常激动，
感觉自己责任
重大、
使命光荣，
我郑重许下誓言：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做一名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工作中，我踏踏实实践行着自己的使命，一面严格
检验程序，保证产品质量，为企业保驾护航，一面发挥
自身优势，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开拓思路、创新发展，

为企业降本增效。
为改进现有厂房屋面保温，我带领研发团队立项
研究，想办法利用重量轻、性能优的原材料研发保温轻
质混凝土。经过十余天反复试验，我们成功确定该混
凝土的配比和施工工艺，并利用轻质固废材料作为骨
料应用于该混凝土生产，经过鞍钢厂区屋面施工的检
验，
产品性能优异，
有效降低了施工难度。
今年 5 月，我们了解到鞍山市场将对超缓凝混凝
土有需求，面对这一极好的市场前景，我立刻带领技术
人员展开研发，经一个多月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该特
种混凝土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我们又相继完善了透水
混凝土、超流态混凝土的应用技术，填补了市场空白。
近年来，我带领研发中心先后研制出耐热混凝土、耐酸
碱混凝土、耐磨混凝土、清水混凝土、铁屑混凝土、防火
花混凝土、防辐射混凝土等多种特殊混凝土，做到了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
我们研发团队相继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辽宁好
人、最美巾帼人物等荣誉称号；以我名字命名的创新工
作室晋级为辽宁省职工创新工作室。我获得了辽宁省
及鞍山市三八红旗手、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

践行初心不改 坚守教学一线
立足岗位攻关 助力企业发展

鞍钢教育培训中心（党校）政治理论教研部主管培训师 张德全

鞍钢众元产业冶金资源再生利用公司材料作业区 KR 焦丁区域班长 佟伟

作为一名老党员，在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一名共产
党员的使命，不计较个人得失，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
行，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作为一名老劳模，
我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
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采用“劳模领跑+团队创新”的全新模式，把企业人才

培养、革新改造、降本增效作为己任，通过自制料仓和
滚动筛，每年降低成本 10 余万元；通过自建焦丁散装
生产线，每年创效超过 60 万元；通过组织突击队拆扒
废旧厂房，
并利用拆扒下来的废旧材料自建原料库房，
节省相关费用 50 余万元。我还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完
善增碳剂和 KR 脱硫剂的生产工艺及设备，以提高产
品品质和产能。
作为创新工作室的负责人，我自创的设备“病例”
管理法，
极大地提高了处理设备故障的效率，
降低了检
修费用。2020 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职工创新工作
室，
成功晋级为省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更有力地推动了
职工们开展创新攻关活动。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
2017 年至 2020 年，创新工作室共完成攻关项目 37 项，
创效 320.6 万元，2021 年计划完成攻关项目 12 项，预计
创效 159.5 万元。其中“机选熔铸合金炉渣”项目属国
内首创。目前，我们已经申报专利 8 项，获得授权 6 项，
其中一项还获得了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银奖。
未来我将继续努力，
带领创新工作室的成员们，
为资
源再生公司的改革发展助力，
为高质量发展新鞍钢助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我代表老党员宣读
入党志愿书，当我读到自己入党的动机“不为名，不为
利，只为给党和人民多做工作”时，那一刻思绪把我带
到 26 年前，我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下定决心要
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
慧，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回想这 26 年，我没有辱没
“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谓，忠诚践行着自己的初心
使命。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由一名普通群众教师成
长为鞍钢集团的优秀党员，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党的理

论宣传工作者。
我在鞍钢共工作了 30 年。从开始从事“学历教
学”到后来的“专题教学”，从经济管理教学到党建党史
专业教学，我克服了陌生的学科领域和陌生的教学方
式带来的多种困难，在学员问题导向和单位领导同事
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有了大
幅提升和改进，承担了鞍钢集团及教培中心（党校）重
点班次的教学任务，
成为教学骨干。
近几年，我承担的课程任务比较重，每年有 400 学
时，大多集中在鞍钢集团及教培中心的重点班次中，新
专题每年有两个以上，每年还要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
承担省、集团和中心的科研任务，我都努力保质保量地
完成，这是党组织对我的重视和激励，也是我坚守教学
一线的收获。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
的认识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
激励我要践行初心使命到终身。
面对鞍钢集团“十四五”规划的战略目标，我将进
一步发挥三尺讲台作用，在党言党、在钢言钢，继续履
行光荣使命，坚守教学一线，为鞍钢集团的高质量发展
不断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