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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亮在控股集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党委工作报告中强调

四条宝贵经验弥足珍贵 必须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在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开磷控股集团第一次党员代
表大会上，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光亮总结和回顾了
开磷的奋斗历程，提炼了开磷多年来在党建工作方面积累的
宝贵经验，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创
新。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
企业首要职责就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衡量国企工
作优劣的关键。开磷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把
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把发
展作为强企富民的必由之路，才能凝聚一切力量，克服各种
困难，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创造

新的辉煌。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融入中心抓党建不放松。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服务生产
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开磷
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始终坚持把推动发展作为党建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把党建工作融入生产经营和
发展全过程，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
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
力、向心力，才能推动开磷党的建设和经济
发展不断前进。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加强思想引领不停

步。思想是本，行动是形，本正则形立，只有思想自觉才能
引领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凝神聚
魂的工作，是建党、强党、兴党的生命线，必须覆盖全体党
员并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受经济结
构多元化，物质利益多元化的影响，职工群众的价值观也呈
现复杂性、矛盾性、多样性的特点，就需要我们把思想政治
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来抓，把解决思想问题同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既讲道理，又办实事，多做得人
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开磷发展的实
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加强思想阵地、文化
阵地和舆论阵地建设，从根本上打牢广大干
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地发
挥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作

贯彻党代会精神
喜迎职代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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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才能帮助干部职工澄清模糊认识、划清是非界限。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落实主体责任不懈怠。全面从严治
党是锻造坚强领导力量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
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国有企业
落实落地，必须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只
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宗旨教育、警示教育，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才能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
质、增强党性修养，真正使纪律立起来、紧起来、严起来。
开磷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十项规定，坚守党的纪律这条“底线”，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不踩“红线”、不越“雷池”、不闯“禁
区”，才能为开磷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本报记者）

新 潮 涌 动

各单位及党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掀热潮
一场场生动精彩的宣讲活动，坚定开磷发展的信心，一次次坦诚深
入的思想交流，凝聚职工发展的共识。开磷首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开磷
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会后，控股集团宣传
部利用报纸、电视、微信等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党代会精神，各单位、各车间、各班组组织
开展学习活动，党员代表更是深入车间和班组，结合工作实际宣讲党代会精神，从矿井深
处到职工家中，从机关单位到生产一线，从党员领导干部到职工群众……宣讲会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各单位党员代表积极奔走在宣讲党代会精神的路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
释开磷首次党代会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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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强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1 月 7 日至 8 日，物业集团党代表、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李德强带着宣讲控股
集团第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工作重务和物业
集团的改革思路来到该公司贵阳、息烽片
区进行宣讲。
宣讲会上，李德强不仅将控股集团第
一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的内
容作了详细解读。同时，他还结合该公司
物业、餐饮等工作实际，代表物业集团党
委提出了改革思路。李德强表示，物业服

矿工讲习所发挥宣讲阵地作用
连日来，为了充分发挥“矿工讲习
所”的宣讲阵地作用，让党代会精神宣讲
更加入脑入心，开磷有限公司马路坪矿党
支部要求党员代表、干部主动深入基层宣
讲党代会精神。
职工朱宗艳是开磷首次党代会党员代
表。宣讲中，她用真切的感受和生动的事
例，解读了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
光亮所作的党委工作报告，讲述了她参加
党代会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
“在庄严的大会上，何光亮代表上一届
党委所作的报告振聋发聩。”朱宗艳激情澎
湃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今后五年是开磷实
现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关键时期。到
2023 年,使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80 亿元，
实现利税 30 亿元。
”
朱宗艳结合控股集团取得的显著成
绩，与干部职工一起学习领会大会精神，
并共同分享参加大会的感受，她的发言不
时引起大家的共鸣和热烈掌声。
“听了朱宗艳的宣讲，使我深受启发，

以后我们将立足岗位，以党代会精神为指
引，集智聚力打造快速掘进作业线，为建
设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国际化矿山
作出新的贡献。
”马路坪矿采掘中队队长王
江说。
“作为矿山生产单位去参会的党员代
表，我有责任和义务将控股集团党代会的
精神学习好、领悟好、宣讲好，将党代会
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职工。”朱宗艳告诉记
者，在参会回来后，很多基层单位主动预
约宣讲，她认为宣讲的过程也是自我学习
的过程。
宣讲既要有政治高度，同时也要能纵
深解读精神要点。在宣讲中，开磷有限公
司代表团团长杨进结合目前矿业发展现
状，深入阐释了党代会精神。
在矿山深处，一场宣讲会带来的“蝴
蝶效应”远不仅如此，在青菜冲矿、用沙
坝矿、沙坝土矿等各级单位，也掀起了宣
讲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热潮。
（朱顚云 张宇春）

肖林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马路坪矿矿工讲习所宣讲活动现场。

唐国松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唐国松是矿肥公司磨矿一车间主任，
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控股集团首次党代
会结束后，唐国松便带着新的使命，回到
车间，迅速组织车间职工学习党代会精神。
唐国松精心整理党代会报告精髓，在
车间例会、班组学习会上，用通俗的语言
为大家送干货，让每一个职工都明白开磷
的未来规划，认识企业与自己同呼吸、共
命运的重要性。他不仅是党代会精神的宣
传员，还是践行党代会要求的排头兵。
今年磨矿车间的重点工作是抓好安全
环保，同时提高过滤矿粉量来解决水平
衡。控股集团选矿装置建厂地址设在矿肥
公司磨矿车间粗矿堆场，这是今年的一项
重大工程，唐国松积极配合各项工作，每
天除了日常工作，还到 1 号磨机大修现场
进行督察，召开大修工作会，确保检修质
量。

唐国松非常清楚每个生产班组的情
况，很了解每一位职工的性格。他参与到
每一个班组的日常工作，在班前会上，他
会解读党代会报告中关于确保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的重要部分，让大家在工作中看到
希望；在岗位上，他与岗位人员谈起开磷
在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的举措，要求广大
职工要钻研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提
高综合能力。遇到个别不能理解的，唐国
松通常是采取私下谈心的方式，对照党代
会报告，一段一段为他分析，直到听懂、
领悟。他常常向大家提起振奋人心的党代
会现场，并表态，自己会坚定理想信念，
带领车间职工全力以赴，搞好各项工作。
作为磨矿一车的主任，唐国松不仅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更时刻谨记自己是一名共产
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组织的承诺。
（文军）

杨涛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在参加了控股集团党代会后，合成氨
公司党代表杨涛就积极向广大职工做好党
代会精神的宣传讲解工作。连日来，他不
仅多次组织部门干部职工对报告进行学
习，还深入车间、班组，对职工们热点和
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公司今后发展一定要围绕改革创新这
一条路走，在筑牢安全环保两条防线的同
时进一步降低吨氨煤耗和电耗。”每次进行
宣讲，杨涛总会给大家分享这样的感受。
杨涛告诉笔者，越是深入宣传贯彻党
代会精神，越是感到责任重大，但作为部
长，带领干部职工搞好生产，让职工有稳
定收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氨醇生产
一部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喜人成
绩，可还远远不够。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指
出，今后 5 年中，合成氨公司要通过对装

置技改、技术攻关等措施把吨氨成本降低
500 至 700 元。他倍感压力重大，但也表示
要把这份压力变为动力。
“下一步我们将对造气技术进行熔渣气
化工业化试验改造，争取将熔渣气化技术
在我们这里实验成功，将吨氨成本下降
300 到 500 元。”在贯彻落实党代会的开局
之年，杨涛已经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就是
要通过不断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操作
创新及对设备进行改造升级，从而实现这
一前期目标
“只有不断创新，我们的合成氨才能生
存。
”杨涛说。工作中，他每天都会深入一
线对设备运作情况、检修情况等进行跟踪
检查，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反复总结，寻求
最佳的解决方法，有效控制好各项生产成
本。（李官洪）

务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在如今的
时代背景和经济形势下，传统的“人海战
术”就要被淹没在改革的浪潮中。因此，
精简组织机构、减员增效、灵活用工方
式，让更多的管理人员下到基层一线成为
物业集团改革的重任。
宣讲会上，物业集团各分子公司有关
负责人还提出相关改革方案，共同为公司
改革出谋划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冉琳鸿）

▲党代表王旭东 （右一） 在井下休息室宣讲。

近期，机电装备公司党代表正通过各
种形式，纷纷开展多场次宣讲会，力争把
党代会的精神传达到每一名干部职工。
2018 年 12 月 30 日，寒风怒号，天寒
地冻。而刚从控股集团第一次党代会会场
走出来的机电装备公司党代表肖林内心却
是热血澎湃，面对冰雪凝冻天气，他没有
丝毫迟疑，即刻踏上了“归途”。
从贵阳总部大楼出发，搭出租车再换
乘高铁到达开阳，途经家门的他却没有驻
足停留，直接驱车赶往另一个“家”——
大水工业园。他说：“目前，正值我们维
保人员抗凝冻、战维修、保生产的关键时
期，回到岗位上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精神带
给大家，定会鼓舞兄弟们的士气。
”
回到岗位上的他至今还没有给自己放
假，哪怕只是休息半天也没有，似乎变得
比以前更加忙碌了。“吊车放一点大钩，
二楼的人员注意看一下法兰与平台的间隙
……”1 月 4 日，在矿肥公司磷酸二车间
石墨换热器的更换现场，作为公司维修三
部五车间主任的肖林手持对讲机，边指挥
作业边在该装置楼层间穿梭，只为在最短
的时间内完成石墨换热器的更换作业，确

保浓缩系统装置满负荷稳定运行。
“作为车间主任，肖林科学合理地组
织每一次检修；作为一名党代表，他不仅
是参与者，更是会议精神的宣传者和践行
者，他总是在作业现场、相关会议或通过
网络给大家宣讲大会精神……”维修三部
五车间党员杨才话音未落，他的手机微信
便传来了消息提示，点开一看，“稳定化
肥现有产能，我们要保障生产装置的安稳
运行，才能确保产品产得出来……”，这
正是肖林在党小组群里面开展宣讲。
在机电装备公司维修三部办公楼处，
“热烈祝贺中共贵州开磷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的电子屏格外显眼，也见证着作为党代表
肖林连日来的“宣讲时光”。肖林在车间
早点名时除了明确各项工作检修责任人及
安全事项等，他还会抽时间拿出参加党代
会时的笔记本，给大家念上一小段摘录的
党代会报告。“通过他的宣讲强化了我们
维保队伍的责任意识，维保服务质量进一
步得到了提升。”维修三部党支部书记黎
大文如是说道，并伸出大拇指为肖林的精
彩宣讲点赞。（周安德）

陈渤水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党代表唐国松 （左一） 在班组宣讲。

1 月 8 日，质检公司
党代表陈渤水来到水质分
析室，向职工们宣讲党代
会精神。
在宣讲过程中，陈渤
水根据质检公司在产品检
测、环境监测、污水治理
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向水
质分析室职工讲解了控股
集团近五年来在环境监测
领域的发展和规划，认真

解答了职工提出的各种疑
问。
陈 渤 水 说 ，“ 转 型 发
展和绿色发展既是国家的
规定、也是我们质检公司
进行绿色发展，做好把关
员的职责。在推行绿色发
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着力
抓好乌江水流域的污染治
理和生态保护，大力发展
绿色循环工业，做好水、

汽、声、渣的检测工作，
立足本职干好工作，坚持
我们是裁判员、把关者的
定位，守住绿色发展最基
本的底线，致力于绿色发
展、生态发展、安全发
展。
”
据悉，质检公司正在
通过不同渠道和形式，及
时把党代会精神传达到职
工群众中。（兰永容）

王少波代表宣讲党代会精神

▲党代表肖林 （中） 在检修现场宣讲。

1 月 3 日，刚参加完控股集团党代会
的建设集团党代表王少波走进息烽开磷城
E 区施工现场，及时为一线职工宣讲此次
党代会精神。
在对本次党代会的主要任务以及今后
工作安排进行讲解之后，王少波从建设集
团的实际出发，
跟大家进行了交流，
并耐心
解答大家心中的疑惑。为鼓励大家好好工
作，他说，结合贵州省委省政府对磷石膏
“以用定产”等要求，本次党代会工作报告
对今后如何推动磷石膏综合利用进行了详
细安排。建设集团为顺应发展需求，先后
成立了“开迪”和“开莱”两家单位，目的就
是强力推进磷石膏新型建材的推广和应

用，提高磷石膏综合利用的比重。明年我
们的重点工作将更多地围绕磷石膏综合利
用推广来开展，我们现在所建的息烽开磷
城 E 区 E1-E4-E6-E9 栋项目被确定为贵
州省第一批磷石膏建材推广应用建筑示范
项目。这是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位职工要积极转变观念，把
这份骄傲和自豪转化为实际行动，踏踏实
实把这项工作做好，以实际行动助推公司
转型升级。
在建设集团，除了王少波，还有其他
党代表正通过各种形式，把党代会的精神
传达到每一位职工心中。
（田小东 谌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