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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煤供应处

“三问”“三要”深化主题教育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马晓燕）

“你忘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
份没有？你还记得党员的八项权利、
八 项 义 务 吗 ？ 你 的 初 心 淡 化 没
有？……”近日，攀煤供应处各基层党
组织相继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组织生活会，盘点收获、检视问
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该处党总支
针对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检视出
的问题，向党员发出“三问”，提出“三
要”，进一步深化主题教育，上下联动
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整个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三问”，即：一问你忘记自己是中
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没有？入党时的
誓词是否还记得？二问你还记得党员
的八项权利、八项义务吗？是否认真
学习过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否认真学习过党章？是否积极主动
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是否积极主
动缴纳党费？三问你的初心淡化没
有？使命担当起没有？是否坚守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为
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为矿井优质高效
廉洁安全保供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三要”，即：一要加强学习，始终
保持一颗好奇心、求知欲，带着感情
学、带着问题学，深入学习政治、经济、
人文、法律及业务知识，在学习中增长
才干，丰富并完善自我，成为“一岗多
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二要
履职担当，把保供和服务作为履职担
当的重点，把“保矿井生产、保矿井安
全、保瓦斯抽排、保精煤洗选”作为工
作的重心，服务好基层、服务好安全生
产，全面了解掌握机械、电器设备和配
件、材料运行情况以及使用过程中反
映多的问题，做好新产品、新材料在推
广使用中的技术指导和服务；三要讲
纪律、守规矩，把讲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放在首位，做到“四个服从”；要守好
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坚持原则，按制
度和业务流程办事，不越位、不失位、
不缺位，与供应商保持合理的距离，守
好人生底线。

攀钢：文化铸魂 逐梦前行

新征程新攀钢

□黄海 特约通讯员 王文锋

战天斗地孕育出攀钢精神

攀钢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
攀枝花建设的“共生矿”，是在火热的
攀枝花开发建设中孕育产生的，是几
代攀钢人在生产建设实践中的文化结
晶，是攀钢人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
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观的升华。

75岁的攀钢原运输部主任、运输
处处长薛启奎，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
一幕幕，依然记忆犹新。1969 年，薛
启奎告别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与5
位鞍钢的支持者一同报名参加“大三
线”建设。从鞍山到昆明，他们乘坐了
6天6夜的火车，又乘坐3天汽车，一路
颠簸才到达大渡口吊桥停车场。

“两山夹沟，大沟连小沟，走路凭
两腿，运货靠肩头。”回忆往事，薛启奎
感慨很深，“工作中，我们实行半军事
化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一边开着
机车帮助铁道兵运送建设物资，一边
打造攀钢自身的铁路运输网。在生活
上，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蔬菜和副
食品都要从成都、昆明等地运来，量少
且难以保证供应。我们长期吃粉条、
海带等干菜，喝浑浊的金沙江水，不少
职工拉肚子、患肝炎。而且绝大多数
参战职工不适应攀枝花干热型气候，
常流鼻血。‘天是罗帐地是床，野菜盐
巴下干粮’是当时生活条件的缩影。”

1969年12月，攀钢一期建设者们
在弄弄坪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夺铁保
卫战。领导干部把指挥部搬到了现
场，商业部门把物资送到了现场，职工
家属把凉茶端到了现场。为了争速
度、抢时间，建设大军不分男女老少，
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上班下班，吃在现
场，睡在工地，连续拼搏，日夜奋战。
仅用了短短五年时间，硬是在2.5平方
公里的山坡上，建起了一个被誉为“象
牙微雕钢城”的大型钢铁钒钛企业，创
造了我国冶金建设史上的奇迹。

“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攀钢精
神绽放出独特光芒。

今年 1 月 28 日晚，攀钢大剧院内

欢歌笑语、气氛热烈，“筑梦新攀钢”年
度颁奖暨 2019 年迎春晚会在这里隆
重举行。2018年度15个先进单位、7
名优秀厂（矿）长、35名标兵、217名先
进生产（工作）者、57 名优秀班组长、
20 个“五型”红旗班组、390 个“五型”
班组名单一一揭晓。“劳模标兵、优秀
厂（矿）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每一道
挺拔的脊梁，都是攀钢精神的传承与
展现，是攀钢人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
标杆……”

“一线三化”走向全国的攀钢文化

企业文化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
于行。

上世纪80年代初，攀钢文化的核
心精神虽然已经形成，但企业文化如
何深入人心，如何践行，却是摆在现实
中的一道难题。

进入 90 年代后，攀钢开展“攀钢
英杰”评选活动。这些“攀钢英杰”有
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攀钢无限忠
诚。他们是攀钢各条战线上先进人物
的杰出代表，是攀钢精神的缩影。攀
钢价值理念的形象化，提高了攀钢精
神人格化代表的影响力。

2002年，攀钢相关职能处室人员
在攀钢所属各行业单位，开展了大规
模的企业文化建设调研，与各阶层人
士进行交流访谈。通过广泛调研、深
入思考和集中归纳，独具攀钢个性特
征的企业价值理念转化的“一线三化”
模式，在实践中逐步清晰。“一线三
化”，即“以弘扬攀钢精神为主线”“内
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内化
于心”，就是让全体攀钢人认同并接受
攀钢文化理念；“固化于制”，就是将企
业文化融入企业经营管理，转化为企
业的规章制度；“外化于行”，就是将攀
钢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职工的具
体行动，用文化力启动经济力，将文化
力转化为生产力，以推动攀钢可持续
发展。

由此，以攀钢精神为核心的攀钢
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模式。

1995年至2005年期间，攀钢先后
出版了《国魂托起的钢城》《裂谷丰碑》

《梦想在裂谷中腾飞》《攀钢人的故事》
等书籍，编撰出版了以“攀钢文化故
事”为主题的《攀钢文化台历》。这些
专著和台历，以记事、散文、诗歌、报告
文学、图片等形式，反映了攀钢二期和
三期工程的辉煌成就，讴歌了攀钢人
践行攀钢价值理念的人与事。

“一线三化”模式的推动力是非常
巨大的。日前，“华为与攀钢全面战略
合作”的消息刷爆朋友圈，折射的是新
攀钢文化外溢的影响力。攀钢在不断
丰富内部媒体阵地形式，着力提升文
化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同时，深
化与中央、行业、省市主流媒体的合
作，传播展示攀钢创新、先进、绿色企
业形象。攀钢产品的美誉度广泛传
播，企业形象为之一新，成为攀钢获得
客户信任和尊重、拓展市场、做强做优
做大的重要支撑。

全新要素照亮新攀钢腾飞之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攀钢坚持市
场导向，突出“简、精、快、稳”，强化“用
户至上”，保持“学习、创新，变现、速
度，稳健、激情”文化新要素，创新变
革，突破自我，弯道超车，快速提升，劈
波斩浪。

攀钢建设之初，鞍攀文化彼此交
融，一脉相承。攀钢投产前职工人数
为22000人，当时的骨干力量，基本上
是鞍钢从公司、处室、厂矿、车间，成建
制调配的党政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
富有生产经验的老工人，共计5000多
名，占攀钢设计要求人数的 25%左
右。这些来自鞍钢的支持者们，在异
常艰苦的环境下各展其能，与攀钢的
建设者们共同进行着一项全新的事
业。“不想爹，不想妈，一心建设攀枝
花”这些歌谣和格言，既是攀钢建设的
缩影，又是鞍钢文化的体现、鞍钢精神
的传递。

2010 年，鞍钢与攀钢联合重组

后，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鞍攀两地人
员交流、制度衔接。2012 年，鞍钢集
团规范了视觉识别系统，攀钢原有标
识停止使用，会场、办公系统等场所统
一使用鞍钢标识，全面承接新诞生的
鞍钢文化宪章。正所谓“芳林新叶催
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文化重构，让
新攀钢建设焕发出全新光彩。

2017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2 时 27
分，伴随着3分钟的开幕倒计时，业内
广泛瞩目的攀钢积微物联 2017 年度
推介会正式开启。无论是东道主的积
微人，还是远道而来的电商客，大家共
同见证了积微物联的全新蜕变。现场
有 800 余位业内人士参加，还通过网
络直播吸引4万多人在线观看。

积微物联总经理谢海以“新经济
新技术构建新服务共同体”为主题，与
参会嘉宾分享了积微的启航、征程和
梦想。他说，作为这支团队的领路人，
他感到无上荣光，为能代表1500余名
积微人缅怀辉煌业绩，展望远大前程
而自豪和骄傲。

这家攀钢最年轻的公司，将新攀
钢建设的文化新要素——“学习、创
新，变现、速度，稳健、激情”作为自己
的公司文化核心，标注在员工区内醒
目位置。“努力到无能为力”“奋斗到感
动自己”“每一个起点都是新挑战”等
等充满了“拼”劲的词语，在积微物联
随处可见。积微物联的企业文化依然
脱胎于半个世纪前的鞍攀精神积累，
从一次次奋勇拼搏而出，也从一次次
破茧成蝶中融合、沉淀、新生。

一如春雨润万物。半个多世纪以
来，攀钢文化的力量融入职工心中，贯
穿到生产经营全流程，不断丰富着攀
钢人的精神世界，提升着企业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不断厚植文化沃土，不断
激发攀钢人顽强拼搏的昂扬斗志，引
领着企业不断前行。

企业长青，文化为魂。一个企业的振兴腾飞，离不开丰润的文化滋养。
几十年来，攀钢人以“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的壮志豪情，在“不毛之地”建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象牙微雕钢城”，

创造了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同时也孕育出攀钢精神——艰苦奋斗，勇攀高峰。
半个多世纪以来，攀钢文化几经变迁。1986年，攀钢确立企业精神为“艰苦奋斗，勇攀高峰”，1990年正式更名为“攀钢精神”。

2002年，攀钢将“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中的“勇”改为“永”，变“敢于”为“永远”。2017年，攀钢开启文化寻源，坚持文化传承，将“永远”
的“永”改回“勇气”的“勇”，并在新攀钢建设的征程中赋予了“学习、创新，变现、速度，稳健、激情”文化要素。

在实践模式上，攀钢探索创造出“一线三化”的文化模式，展现攀钢个性特征与企业理念价值，将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攀钢可
持续发展。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杨蕊华）近
日，一张攀钢钒提钒炼钢厂点维作业
区党员杨昌凤手捧“达标创先党员先
锋岗”的图片引来该厂职工纷纷转
发、点赞。杨昌凤是该厂“钢魂先锋”
微信群里“先锋榜”栏目推出的先进
典型之一。

为了在全体党员中形成“守初心、
担使命，学先进、当先锋”的良好氛围，
该厂党委在运用好报刊、杂志、电视等
传统媒体平台加强典型宣传的基础
上，于近期在“钢魂先锋”微信群里开
设“先锋榜”栏目，精心制作宣传图
片，每天推出一期，展示该厂近年来
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主要事迹。“钢魂
先锋”是该厂党委着力打造的新媒体
宣传平台，成员主要由各党支部书

记、党小组长和骨干党员组成，活跃
度高。“先锋榜”推出的先进典型除了
获得上级公司和该厂表彰的劳动模
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之外，
还有该厂今年开展党支部“达标创
先”竞赛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先锋榜”栏目一经推出，立即被职工
自发转载、分享到各作业区党支部和
党小组的微信群，大家纷纷点赞，真
正发挥“典型在身边、学习有榜样”的
引领作用。

“过去，我们评出的先进一般在表
彰时关注度高，时间一长，大家都淡忘
了。”该厂一位职工说，现在职工使用
手机频率高，微信传播迅速，信息便于
收藏，大家都觉得很亲切。很多职工
都想成为这样的“网红”。

攀钢钒提钒炼钢厂

把先进典型打造成“网红”

本报讯（陈星宇 报道）今年以
来，攀煤花山矿工会以学习型、技能
型、创新型、管理型、效益型、和谐型

“六型”班组建设为目标，以提升班组
长素质能力为着力点，多措并举促进
班组“领头羊”作用发挥，使班组建设
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该矿工会从加强班组长的队伍建
设入手，在严格班组长任（免）用程序
的基础上，共为采掘一线及生产辅助
单位配齐配全了思想素质高、工作能
力强的班组长175名。为确保每名班
组长都能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作用，促
进班组建设，矿工会以班组长学习室
为阵地，坚持开展每月一期的“班组长

活动日”活动，为其搭建了学习交流、
吸收知识、增长才干的平台，今年以来
已举办 7 期，共有 126 名班组长参加
了活动。同时，要求各单位按照班组
长年度培训计划，开展班组长轮训工
作，不断提高班组长的综合素质和
管理能力，定期检查基层单位对班
组长的管理工作，完善相关工作机
制，帮助指导班组长解决管理过程
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健全班
组长激励机制，深入组织开展“争做
优秀班组长”“安全班组竞赛”等活
动，每年表彰一批优秀班组及优秀
班组长，激发班组长抓好班组管理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攀煤花山矿

借力“领头羊”推进班组建设

本报讯（石久冶 报道）新近，由
中国十九冶集团承建的深圳罗湖“三
横四纵”道路沿线视觉一体化项目人
行天桥景观改造工程开工。

该工程包含西岭村、布心西及翠
竹等3座人行天桥雨棚制作安装。其
中，西岭村人行天桥雨棚长 83 米、宽
11 米，造型属于空间异型网壳结构，
每个杆件形状各异，整体呈不规则形

状，制作工艺复杂，完成制作安装需要
突破多重技术考验，公司将采取BIM
建模及其他先进技术手段，确保施工
进度，实现工期目标。

深圳罗湖“三横四纵”道路沿线视
觉一体化项目，将进一步改善城区老
旧人行天桥的立体过街功能，优化城
市居民的出行环境，提升居民获得感
和幸福感。

中国十九冶集团

深圳罗湖人行天桥景观改造工程开工

攀钢精神喜结果攀钢精神喜结果。。

创业艰难勇拼搏。

如饥似渴学文化如饥似渴学文化。。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