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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部                         2021 年 5 月 14 日 

 

学·习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品牌建设。2017 年起，我国将

每年 5 月 10 日定为中国品牌日。今年品牌日主题是“中国品

牌，世界共享； 聚力双循环，引领新消费”。 

2021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调研期间，强调

要把住质量安全关，推进标准化、品牌化。品牌，是企业乃

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赢得世界市场的重要资源。 

2020 年 7 月 23 日，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必须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

做强做大民族品牌。把发展的基点放到创新上，让企业真正成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创造才能赢得世界、赢得未来。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战略。（央视新闻） 

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

慰问。习近平强调，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希望广

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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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勇于奋斗，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满怀信心投身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大事业。（法制网） 

 

思·理之源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人世间的一切成就、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王进喜率领钻井队以“宁肯少活

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意志和干劲；产业工人许振

超苦练技术，练就绝活，先后 6 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

录……一代代劳动者，用拼搏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以爱岗敬

业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人民日报）  

传承“中国精神”致敬劳动者。劳动者创造了历史、开

启了文明，一切幸福生活皆源于劳动，任何财富皆由劳动创

造，所有美好梦想也都靠劳动才能实现。也正是因为一代代

劳动者的接续奋斗，才铸就了今日中国追赶世界潮流的发展

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辉煌时代。只有坚

持涵养伟大的劳动精神，并薪火相传，使之生生不息，才能

让“中国精神”在平凡中升华，也才能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 （内蒙古新闻网） 

 

   践·铝之行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篇 

     山西新材料电解厂党委举办“学党史、以题导学、

以题促学”党史知识竞赛。广西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党支部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为期 2 个月的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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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昇党委对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反馈意见立行立改。

包头铝业举办“百年征程 百年梦”——喜迎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毛泽东诗词朗诵比赛。中铝国贸集团各党支部

通过走进“现场课堂”、主题研讨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传承

红色基因、汲取智慧力量。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篇 

广西分公司生产技术部党员干部带领外购石灰联

合检查小组成员到石灰卸灰现场调研，解决目测验收难的

问题，严格把控石灰质量验收关。2021 年一季度外购石

灰有效钙理化指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6%，理化指标合

格率提高了 6.28%，石灰总消耗量降低了 2 万吨。氧化铝

厂蒸发车间党支部党员带领员工解决了碱仓卸碱时间长、

电机设备启动繁杂等问题，使卸碱时间缩短 50%。工服公

司炉修车间党支部成立 “党员突击队 ”，承担广西华磊

1829#电解槽下炭块检修任务，“抢工时保进度、抓质量保

安全”，高效完成检修任务。                     

    为群众办实事篇 

  中铝山东氧化铝厂组织 80 人参加了体验式应急处置

能力培训。邀请专家和援鄂抗疫英雄讲授应急处置急救知识，

回答了干部职工关心提出的其它安全防护及自救问，增强员

工自我防范意识，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  

广西分公司分析检测中心组织 30 余名党员清理车间周

边卫生、疏通防洪沟、将电车充电插座改成更为安全的配电箱

式。后勤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到基层一线开展“走、访、查、问”

调研，修整了绿植和破损路面，清除生活区 1.6 万平方米绿地杂

草，修复体育场周边人行道，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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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心之语  

感恩自己生在这么好的年代，国泰民强、安居乐业，生

活丰衣足食，科技水平更是世界领先。我该怎么报效我的祖

国，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幸福生活而奋斗。（中铝山东

第二氧化铝厂除杂车间  徐云玲） 

耳濡目染山铝老一辈及新一代党员冲锋在前，不怕吃苦、

不怕脏累的作风，带动职工创业、守业、拼搏、再创新业绩的

成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秉承老一辈老兵工精神，保持昂扬

斗志，书写属于山铝人的光荣与梦想，为打造百年山铝奋勇争

先、建功立业！（中铝山东第二氧化铝厂溶出车间  王嘎） 

参加湘江战役现场教育，使我思想上收获很大，我将

刻苦工作，把热电站蒸汽生产实现碳零排放的目标，作为职业

生涯最美好的规划，并为之而努力拼搏。(广西华昇 罗名荣）  

党史学习教育，自己深受洗礼。增强了对党的衷心拥

护和爱戴，更加珍惜今天成绩来之不易，更加珍惜组织对我

们的信任，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岗位，更加坚定了弘扬革命

精神、创建一流企业的信心。(广西华昇 吴寿生） 

 

听·青之声 

广西华磊动力厂直属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快问

快答闯关答题竞赛。中州铝业为深化党史、团史学习教育，

激励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提出“保持初

升太阳之朝气，胸怀砥砺青云之志气，树立一往无前之勇气，

练就卓尔不群之才气”的要求，鼓励团员青年在企业生产、

经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贡献新的力量。中铝新材料第一党

支部组织党员及青年员工参观党史文化长廊，追溯红色记忆，



— 5 — 
 

感受革命情怀，共话青年担当，凝聚奋进力量。广西分公司

召开“五四”表彰暨青年代表座谈会。郑州研究院召开“百年奋

进新征程，争做新时代青年”五四青年座谈会暨 2020 年度先

进青年表彰大会。青海分公司团委举办“学党史、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五四总结表彰会。 

 

     开·新之局 

环球网以《中国铝业：抓先机开新局新征程上谱新

篇》为题，就中国铝业首季“开门红”，提升市场信心，“十四

五”的开局良好等内容进行了报道。（党群工作部） 

中铝山东第二氧化铝厂工艺大讲堂邀请“第一代优秀

山铝人代表”贾玉良围绕原料车间工艺流程、工艺指标控制要

点，讲解溶出 αk高跑等异常处理的措施和心得体会。（李丙莲）  

广西分公司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坚守岗位的

源动力，以实际行动为生产稳定运行作贡献。矿业公司实现

洗后矿、铝土矿、供矿产量质量指标满足氧化铝生产需要；

氧化铝厂强化生产全过程管控，实现生产运行稳产高效；电

解铝厂加强质量监督和安全监护，完成铝液产量超过 5000

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广西华昇一季度完成商品氧化铝 52.15 万吨，完全成

本 1647 元/吨，营业收入 10.52 亿元，利润总额 2.03 亿元。 

广西华磊电解铝厂以“全要素对标”为抓手，通过“日

通报、周总结、月考核”方式、“五标一控”管理模式、创建

“33461+N”双向融合工作法等多项举措，实现多项指标跃升。 

云铝物流探索多式联运新模式，首次采用“散货船”

运输模式运输 1140 吨云铝股份铝锭。实现大宗货物运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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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运输模式向“多式联运”转变，在践行绿色发展，推动

“绿色物流”方面探索了新方法。 

 

    展事迹·学风采        （连载之二） 

    【2021 年中铝集团劳动模范】 

中铝矿业赵淑霞。善于思考，敢于创新，身体力行。带

领矿山事业部发挥了矿山“一线、火线、生命线”作用，为

企业稳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推进市场化改革，2020 年实现利润 1659 万元，争取政

策优惠减免 1003 万元，多种经营创效 4287 万元。组织实现

矿山扁平化管理和市场化选人用人。推进实现党建与中心工

作深度融合，党建业务比武、“五力大讨论”成果及 3 项科

技成果、4 项 QC 成果获企业表彰，15 个“两带两创”项目

圆满结项。提质增效挑战极限，实施设备维修外委内干，节

约维修费 28.9 万元，修旧利废创效 56.15 万元。争取减免电

费、优惠铁路运费 380.39 万元，活动稳岗补贴 622.9 万元，

返还复垦保证金 1491 万元。践性新发展理念，复垦土地 3488

亩，绿化面积达 40.3 万 m
2
。建设密闭大棚 2.95 万 m

2
，硬化

道路 9000 米，增设围挡 7800 米，覆盖防尘网 157.5 万 m
2
。

资源获取取得实效，指导完成 11 个矿权延续取证、31 个开

发利用方案和矿区环境治理项目。（中铝矿业） 

  山西新材料贺振中。积极向上，奋力拼搏，求真务实，

主动工作。坚持严格管理，确保质量标准。组织编制了《建安

公司检修任务考核管理规定》等 10 多项规章制度，确保现场

管理质量和效率及安全文明施工高标准。2020年完成氧化检

修任务 1.11万项，组织的氧化铝沉降槽返泥项目，克服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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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原设计的技术条件不完善等问题，每天蹲点工地，与技术

人员共商关键控制点的施工方案，坚持一些巡检，确保各环节

衔接和质量可控在控，缩短工期 7 天。同年，在河津电厂尖峰

冷却废水回用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高效施工。精细氧化铝厂

新项目集中检修时，对 32个相互交叉的项目，抓问题、抓细

节、抓矛盾，大幅提升检修效率，为甲方降低了施工费用。严

格履行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实施标准化支部创建，党员

队伍建设，两带两创及提升党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所在党

支部获得企业星级达标验收。（山西新材料） 

【2021 年集团先进集体】 

中州铝业能源管理中心。稳定生产提效益，以“拜耳法五

组低温+烧结法三台窑+锅炉四大”运行模式，科学调配水、

电、蒸汽、煤气四大系统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设备维护高

效率。抓设备检修维护，组织精干力量完成锅炉主蒸汽母管

南、北两段的检验工作，实现自建企以来首次不停产对锅炉

高压蒸汽母管的检验，提升了高温、高压设备的安全运行系

数。极限降本显效果。通过建立降本项目台账，2020 年共开

展降本项目 1148 项，全年费用比上年降低 9.42%，煤气考核

成本比计划值降低 8.45 元/km3，创历史最好水平。自发电量

比计划多发电 2441.71 万 kw.h、煤气产量比上年度同期月均

增产 1165km3、供汽成本和供电成本分别比年初计划降低了

2.51%和 5.92%，满足了企业生产的动力需求。（中州铝业） 

 

（本期信息采集时间：4月30日-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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