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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除了学业，接下来的便是择业。如何选择，

似乎在志愿填报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的事业，又或

许在我出生后名字敲定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的未

来。名字里有个“琦”的我，在2006年12月26日，开

始了人生的一段“奇”遇。

刚入职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时，公司会

对新人进行岗前安全培训，还会系统讲解成本、质

量、效率、实操等基础知识。“顾客满意，是公司永恒

的宗旨，向顾客提供零缺陷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是

公司每个职工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是公司的质

量文化，也是我工作追求的目标——完成的每一件

产品都要“零缺陷”。

身为全班组唯一一名女性，得到了班组同事

的照顾，我更是决心要用实际行动回馈大家。虚

心向班组同事请教，了解车间每一台设备，认真学

习每一步操作，努力拧好每一颗螺丝……我在最

短的时间内熟悉车间、熟悉产品，向班组同事看

齐。工作没多久，我参加了公司举办的质量活动

比赛，虽然仅获得优秀奖，但却是对我之前努力付

出的认可，更是让我明白，公司的质量文化不仅仅

是一句口号，更应该付诸于行动。

车间里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工匠，他们每天勤于

工作，完成日常产品生产，耐心指导同事实操的同

时，更致力于小改革小发明，为企业降本增效。“要脚

踏实地一步步走，要稳扎稳打一步步做。”他们身体

力行地发扬“敬业、谦虚”的作风，激励年轻职工奋发

图强、建功新时代。

公司注重安全生产，也注重营造良好的企业文

化氛围，举办各种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如

提升效率的改善比赛、团队登山赛等，让职工们放松

身心，懂得团队协作；践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如帮扶困难学子，慰问盲校的学生，给环

卫工人送清凉……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在公司的大力培养下，我

不仅收获了事业，更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喜

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日子里，当站在五星

红旗下为党庆生时，我暗暗许诺一定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披荆斩棘，做一名合格且优

秀的“奇瑞人”，做一名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

共产党员。（琚棠琦）（该
文获得省机械冶金系统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
程”征文活动二等奖）

“奇”遇人生
走进安徽京鸿密封件技术有限公司“巾帼车间”，车间一

派繁忙景象，女工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序地忙碌着。该企业

是宣城市“群建助党建”样本点之一。

近年来，宣城市在深化党建带群建工作基础上，创新开

展“群团扎根、党建提升”行动，创新群建助党建实践载体和

方法路径，以群团工作提升助推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的建设

的重要途径。为激活群团组织作用，宣城市委组织部、市委

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全市各级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按照“传播好声音”“拧成一股

绳”“架起连心桥”“培育好苗子”“聚力建功业”等 5条路径，

推动群团扎根企业、扎根群众，提升群建助党建工作水平。

“2021年，我市全面推进‘组建群团组织，扩大党的工作

覆盖’工作，探索建立党群共建联建工作机制，推动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群工作整体推进、共建互促。”宣城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唐玉金表示。

为此，宣城市发挥群团组织联系广泛优势，畅通推优渠

道，把优秀分子推荐到党内来，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

工作开展以来，全市群团组织推荐优秀分子 571人，确定为

入党积极分子394人。同时，定期开展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基本信息、党建工作“两项排查”，推行“党组织领建、上级组

织帮建、群团组织助建、兜底管理促建”4种模式抓实党组织

覆盖，扩大覆盖范围。截至目前，全市共在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新建党组织198个、群团组织1937个。

坚持“点上示范、面上推广”，宣城在全市摸排确定了 70
个“群建助党建”样本点，并“一企一策”，打造一批“鲜活样

板”，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作为宁国市第一批证件齐全、规模较大的正规民办

培训学校，安酷艺术培训学校团支部在实践中总结提炼

出红、橙、蓝、金、紫“五色”工作法，在培育红色基因、参

与社会公益、锻造校园文化、服务教师团队、助推学校发

展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已于近期成立了党支部。

先后成立共青团、工会，并于去年 6月成立党支部的安

徽海德门窗有限公司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

个方面，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质量提升、技术优化、服务改进、

社会公益等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群团活动，凝心聚力团结职工

群众。

“工会牵头开展‘金点子活动’以来，门窗节能降噪等

23 条建议被公司采纳，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创新创

效的潜能，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品牌价值。”据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团支部还牵头组建了一支以青

年党、团员为主体的青年突击队，在支援台风“利奇马”灾

区重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本报记者 胡佳佳）

宣城：锚定“群团”助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如何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的动力，有效解决生产

中“卡脖子”“老大难”等一系列

问题？皖北煤电朱集西矿在基

层单位创建工匠创新工作室，

激活创新因子、点燃创新激情，

让创新成为推动矿井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引擎。

把握“关键点”
技术革新提效益

走进朱集西矿钻探抽采

事业部工匠创新工作室，一张

张闪耀的获奖证书、一项项成

熟转化的创新成果，让大家对

这个“工匠创新工作室”交口

称赞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创新

的力量。

钻探抽采事业部设立“党建

思政”“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三

个工作组，依托党建促业务求发

展，切实做到“五个结合”，即领

导带头与分工合作相结合、强化

保障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党

建创新与业务创新相结合、理念

创新与工作创新相结合、党员引

领与全员创新相结合。去年，该

事业部通过创建“工匠创新工

作室”，实现了安全生产目标，

全年实现瓦斯抽采利用1217万
方，钻尺完成 33.4万米，完成率

达 106.5%，单机最高台效达

4681 米/月，均创历史最高水

平，同时也取得了管理和技术

水平的大幅提升。

“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还

存在哪些短板，所以在工作

室，大家基于自己的工作需求

有的放矢地进行创新。”钻探

抽采事业部部长许喜雷表示。

找准“核心点”
技术攻关提指标

朱集西矿把工匠创新工作室变成“攻关站”，针对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和实际困难，组织开展难

题攻关、工艺升级、器具改进等活动。

“生产现场的创新发明旨在解决生产实际中的技术

难题，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项目都有可能意味着生产成

本的降低。”许喜雷如是说。

其中，皖煤工匠朱心化在创新工作室完成的“上向穿

层钻孔封孔防脱装置技术研究”，大大提高了钻孔封孔质

量，保证了“钻到位，管到位，孔封严”。同时，下套管防滑

装置的使用，避免了因钻到位而套管下不到位造成的补

孔，既节省了时间和材料，还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

了施工效率。“自洁功能的铜网式排渣箱”投入使用以来，

矿井瓦斯抽采系统由原来10天清理一次铜网，变为3个月

清理一次，大大提升了抽采系统的安全性。且该装置是由

现有的材料与工具加工而成，成本低廉，结构简单。

矿长刘瑜表示：“职工在创新工作室里披荆斩棘、破

解难题，演绎着一个个创新故事。他们用自己的工作热

情追逐梦想，传递出与日俱增的‘创新能量’。”

抓住“问题点” 共同学习提效率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工匠创新工作

室成员的创新创造激情在职工中产生了积极的示范和引

导作用，许多职工会主动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金点

子”提供给创新团队，通过他们提炼升华并加以研发。

钻探抽采事业部创新工作室针对职工建议开展的瓦

斯抽采管路系统自由切换装置研究，把原来至少需要 4
个瓦斯抽采工、花费2小时的切换系统进行优化，优化后

10分钟就能完成系统切换。

该矿充分发挥工作室领军人物、技术骨干的“传帮

带”作用，开展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名师带高徒等活动，

推动和带领职工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行家里

手，使工作室成为培育先进和人才的“沃土”，职工成长进

步的“加油站”。“工匠创新工作室就是我们青工学技术、

练技能、搞创新的主要阵地。下班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学

习、研究，为自己加油充电。”职工胡玄玄说。

在皖北煤电朱集西矿，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小的工匠创

新工作室，一步步探索、推陈出新，摸索出一套与实际工作

契合的创新机制，打造出一支素质高、本领强、业务精的职

工队伍，为创新创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泉和动力。

（邵明可 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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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位于青龙潭路的 10千伏 21前程线

发生故障，请立刻领用工器具，抓紧时间出发……”

11月 24日上午 10时，合肥供电公司肥西工业园供

电所客户经理夏国威通过移动作业终端接收工单，

工作任务、分配抢修车辆、故障地点等关键信息一

目了然。

肥西工业园供电所服务客户达13.6万户，其中

不乏联合利华、格力电器等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生

产基地。2020年，该所总售电量是国网安徽电力全

部801个供电所平均售电量的26倍，其重要性自然

不言而喻。

为进一步提升安徽省供电所整体服务品质，今

年 4月起，安徽省电力公司选择肥西工业园供电所

为全省首个试点，通过将原有的用电信息采集等数

据平台全面贯通，创新开发数字化供电所运营管控

平台等做法，于今年 9月底全面完成工业园供电所

的数字化升级。

通过升级，工业园供电所在优质服务和抢修运

维两大环节均实现了数字化、全环节管控，基本覆盖

现有所有业务。崭新的营业厅内，最引入注目的就

是一排排崭新的自助设施。作为集合“线上线下”服

务为一体的智慧服务营业厅，这里在全省供电所中

率先实现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推出“线上”预约服务，实现客户办理业

务“零等候”；第一个全面部署由合肥供电公司自主

研发的自助设备，实现了电费缴纳、票据打印等 20
多项、超8成常见业务便捷办理；借鉴快递“丰巢”服

务方式，第一个设置“智能云柜”服务区，24小时为

客户提供账单打印、寄存等业务。“通过线上预约取

票，凭据着发送到手机上的取件码，不到一分钟就

能在智能云柜里拿到了票据，且 24小时随来随取，

真是太方便了！”一家企业负责人张章说。

在抢修运维方面，数字化供电所建设的核心是

“供电所数字化管理平台”。每天，监控人员通过这

个平台，对全所管辖的线路、配变等各类设备运行状

况进行监控和分析。平台还可以主动发现、定位、报

警设备故障和异常，及时抢修和处置设备隐患。

据统计，自数字化升级以来，工业园供电辖区

平均停电时间相较于今年上半年降低了28.89%，故

障抢修平均时间缩短 12.42%，供电可靠性提升至

99.97%。 （李岩 许沁蕊）

安徽首个数字化供电所
实现服务升级

本报讯 “听了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讲解，我现在知

道如果老板欠薪了，该向谁寻求帮助了。”11月 24日，在

怀宁县经开区的一处工地上，来自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

石花镇的农民周俊友说道。

年关将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进入了易发期和多

发期。为此，怀宁县超前运作，出台欠薪举报首问负责制

等规定，切实把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作为一项战略

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

该县为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以“属地管

理、行业负责、条块结合”为工作原则，从事前预防、事中控

制、事后处置等方面，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责任单位的

工作职责，要求各部门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

严格实行欠薪举报投诉首问负责制，做到协调配合，相互

支持，形成合力，并把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纳入政府部门

年度目标考核体系，以确保农民工工资权益得到保障。在

应急处置上，该县明确要求，对已缴纳工资保证金的企业

发生拖欠工资的，及时动用工资保证金支付；对政府投资

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工资的，由投资项目主体先行垫

付；对企业一时无力解决拖欠工资或业主欠薪逃匿的，通

过动用应急周转金或者其他资金渠道统筹解决。

同时，怀宁县还成立了联合执法检查组，对招用农民

工较多、容易发生拖欠工资问题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尤

其对辖区内的建设施工项目逐个走访检查，按照“谁承

包、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建设领域清偿欠薪

责任。对存在的拖欠问题或拖欠苗头，指定部门和专人

负责，督促企业限期解决；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

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企业，在依法处理的同时，按规定

向社会公布。 （钱续坤）

本报讯 随着始发令下达，巨大的刀盘开始慢慢

转动，在15米左右的深井底下，直径6.41米，重达500
多吨的“信和 3号”盾构机向坚硬地层掘进。11月 23
日上午，合肥市轨道交通7号线全线首站（清潭路站）

封顶暨“信和 3号”盾构机始发、首个盾构区间（上天

区间）贯通在中建五局二公司承建的合肥市轨道交通

7号线二工区清潭路站隆重举行。

据了解，合肥地铁 7号线一期工程是目前合肥市

单标段最大的施工总承包项目，也是中建五局继合肥

地铁 5号线之后承接的又一地铁项目。项目西起松

林路站，沿繁华大道、始信路、锦绣大道、徽州大道、紫

云路敷设，行至终点天津路站，全长约 18.85公里，均

为地下线，自西向东串联了高新区、肥西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滨湖新区等区域，对增强滨湖新区城市中心

作用、引导产业布局和功能优化、发展西翼产业带等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中建五局二公司自

承建以来，始终秉持着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目标明

确，管理科学，组织有序，积极奉献，在先锋党建的引

领下不断攻克各类困难，完成多个首个记录：合肥市

轨道交通 7号线全线首个围护桩全部施工完毕、首

个冠梁全部施工完毕、首个主体土方开挖全部完成、

首个主体结构封顶的站点。其中清潭路站还率先完

成了前六段顶板防水和挡土墙的施工、前三段顶板

的土方回填、场地硬化以及管片雨棚的建设，并成功

完成了清耕区间左线盾构机的调试验收工作，实现

当年开工、当年主体封顶、当年盾构始发的目标。

（季元庆 丁卓尔 程泽平）

新进展！合肥地铁7号线全速掘进

怀宁实行农民工欠薪举报首问负责制

11月22日，阜阳工务段（科室）党支部与运输一线党支
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组织机关党总支党员，参与京九线第
二轮集中检修，进行大机清筛作业。图为当天下午，参战党
员正在进行京九线下行线三堂集至王寨间1840米的道床整
理任务。 孙华方/摄

党员出动
集中检修守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