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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气
壮山河；百年初心，继往开
来，历久弥新。

2021 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是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启之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

对于江铜而言，这一年
还被赋予了更加特殊的意
义——江铜“三年创新倍
增”攻坚行动进入“交卷”收
官阶段，建成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新征程
由此起航。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作为我国铜工业的领头
羊和江西工业的排头兵，“三
年创新倍增”目标的实现不
仅关乎企业发展，更将成为

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江
铜样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江铜力量”，与
全局性工作紧密相关。

知重负重，在历史长河
里奋勇搏击；征途漫漫，在时
代大潮中攻坚克难。

当前，“三年创新倍增”
攻坚战到了决战决胜、全面
收官的关键阶段，全体江铜
人传承着唯无而创、唯难而
趋、革故鼎新基因，饱含着实
业兴国、产业报国、工业强省
的情怀，续写着忠诚向党、敢
于担当、继往开来的发展新
篇，以圆满收官的决心，以开
局必胜的信心，推动“三年创
新倍增”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奋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

江铜“JCC牌”阴极铜，蜚声海内外。一块合格的“JCC牌”阴极铜的产生，需要从
一颗矿石开始，经粉碎、浮选、压滤，再经1300℃高温淬炼、转炉吹炼、阳极精炼、电解氧
化还原等程序，历经千锤百炼，最终成为含铜量99.99%的成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江铜党建工作，亦如矿石的淬炼，不断提质，
推陈出新，锻造出独具特色的江铜党建品牌，成为国有企业党建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

在井冈山东上乡曲江村，清澈溪流
缓缓流淌，一排排小楼房坐落在柏油马
路两旁，曾经的“贫困村”早已脱贫摘帽
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六年前，叶维祝被江铜党委派驻井
冈山市曲江村任扶贫第一书记。来到
村子里后，叶维祝大力加强村党支部建
设，致力产业扶贫，让村党支部成了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坚强堡垒。

2020年8月，江铜党委结合在井冈
山东上乡曲江村以及其他两个对口帮
扶村的真实案例，总结以红色党建助力
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成果，以此为内容
形成的参赛项目，在全省“争创第一等
党务工作”党务技能大赛中，获得国有

企业党建工作项目一等奖。
多年来，江铜党委在全国十多个省

市、上百个县乡精准开展了产业扶贫、
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扶贫工作，累计
投入资金近2亿元，探索出“红色党建+
绿色产业”“第一书记+村委班子”

“选好项目+配好干部”等国企党建综
合优势与贫困地区特色资源有机结合
的特色扶贫模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贡献了江铜力量。

勇于自我革命，持续自我创新，江
铜党建工作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不断寻找着力点，赋予新思
想、新要素、新内涵。

从江西铜基地初创时党组织挂帅，

探索党支部上等级；到世纪之交导入
ISO9000标准，逐步建构完善江铜党建
质量管理体系，搭建全员创星、支部特
色工作载体；再到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探索党委稽核、“五位一体”绩效管理模
式……成立四十多年来，江铜党委应时
而变，顺势而为，把准党的建设基本规
律，党建工作不断推陈出新。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
提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新要
求。江铜集团党委以提高党的建设质
量为目标，创造性地探索建立了以“一
纲要、两系统、一平台、一手册”为主要
内容的新时代江铜大党建体系，初步形
成了以“统筹领导、高效协同、资源整

合、上下贯通”为主要特征的江铜大党
建工作格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

“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我们要不断砥砺
奋进、开拓进取。形势越复杂，任务越
艰巨，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筑牢‘根’和‘魂’。”江铜集团党委表
示，党建工作重在创新，贵在坚持，通过
新时代江铜大党建体系建设，将江铜的
党建创新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以静水流
深、滴水穿石的党建实践，不断开创江
铜党建工作的新局面，助推公司“三年
创新倍增”、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一流企业奋斗目标早日实现。

“我们正在进行降低排
渣量的攻关试验，一旦成功，
将又是一次新突破。”在江铜
集团德兴铜矿精尾厂工业水
处理工段，副段长黄海穿梭
在现场，忙个不停。

德铜工业水处理站年处
理量超 3000万吨，是国内最
大的工业废水处理站。随着
环保要求一再升级，该站面
临的压力也越来越重。

“必须保证工业水达标
排放，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
松懈。”这是工业水处理党支
部创建“省级示范党支部”
时，向上级党委许下的承诺。

为加强党支部建设，工
业水处理党支部建立了党员
攻关室，搭建了连心屋，开展
起“五五凝聚制”及微议事、
微服务、微心愿“三微”活动
等一系列党建活动，帮助员
工提升技能、凝心聚气。

通过党支部全员的共同
努力，近几年，该矿包括最难
攻克的 COD（化学需氧量）
在内的 26 项工业水排放指
标全部达标。工业水处理党
支部也被推荐为江西省“六
好党支部”，充分发挥了作为
该矿首个“省级示范党支部”
的带头示范作用。

企业的基础在基层，力
量在基层。江铜党委勇于探
寻一种既对接企业高质量发
展要求，又对接基层实际的
党建工作新模式，让党支部
在推动企业生产发展的过程

中“唱主角”。
在江铜集团贵溪冶炼

厂，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铜
电解车间。积极响应公司

“降本增效”号召，贵冶电解
车间党支部扛起了“先行先
试”的大旗。

“降本增效”是电解车间
党支部的攻关课题，由支委
成员、党小组长、党员和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党支部特
色工作小组，“一个支委扛一
面红旗”，分解领取攻关课
题，“一位党员做一个表率”，
积极参与奋勇争先。

党员胡海洪通过修改
程序，缩短机组作业时间，
年节约用电成本 12万元；党
员江建民提出对生产循环
系统进行优化改造，降低设
备电耗，年节约电费 65.7 万
元；党员章利兵创新阀门修
复方式，年修复进液阀门
1200 多个……车间党支部
56 名党员，一年下来合计开
展降本增效项目 103 项，变
废为宝、修旧利废成为了党
支部特色活动，也搭建起了
长期有效的降本平台。

党支部建设与企业生产
经营的协同高效，最大限度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江铜集团各级党组织着
力破解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

“两张皮”，全力发挥基层党
组织在企业生产一线的主体
作用，确保党支部建设与企
业生产同频共振。

锻造国企党建的“江铜品牌”

时光变迁，初心如磐；岁月更替，
使命在肩。

江铜因铜而生。早在创业初期，
江铜就以“振兴中国铜工业”为己任。
40 多年来，江铜人念兹在兹，无日或
忘。与之相生相伴的是，江铜党委旗
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奋力在国
企党建上作示范、创标杆。

“讲政治、讲担当、讲廉洁、讲团结……”
3月13日，江铜集团二级单位的28位党
组织书记汇聚一堂，一场围绕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集体政治谈话在江
铜总部会议室举行。

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
手”监督，江铜党委通过开展政治谈话

的形式，加强对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
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效手段，推动
主体责任落实。

党组织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如何在国
企体现？国企的政治优势又如何发挥？
围绕这些课题，江铜党委旗帜鲜明讲政
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提升党
的建设质量，相继出台一系列管党治党
工作制度，印发《江铜党委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25条措施，将党的政治建设工作
情况纳入党组织书记述职和党的建设考
评。同时，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委会“第一议题”，确
保各项改革发展重大举措符合新发展理

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江铜党委认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必
须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江
铜党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围绕全国国企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等主题，2020 年进行了
13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每季度安排
中心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开展专题研
讨，将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面对疫情防控、抗洪抢险等攻坚任
务，江铜各级党组织在大战大考中彰显
国企担当，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

用。2020 年，累计为疫情防控捐款近
1750 万元，建成日产 30 万只口罩生产
线，江铜集团(铅山)医院党支部书记饶
鹏程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称号；先后派出8批415人次的抢
险队伍和40余台工程机械，积极参与地
方抗洪抢险，助力夺取抗洪抢险胜利。

秉承着打造国企党建“江铜样板”的
初心使命，江铜党委锚定“六个力量”定
位，在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大部署落
实中勇挑重担，努力把江铜打造成为忠
诚于党的事业、自觉履行国企责任的排
头兵。“十三五”期间，江铜累计销售收
入突破1.2万亿元，连续8年进入《财富》
世界500强榜单。江铜及所属单位党委
先后四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革命年代一筐咸菜缴纳党费的
故事”“预备党员按期转正有哪些流
程？”……1月18日，在江铜集团德兴铜
矿党务人才培训班结业仪式上，学员
们走上讲台，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舞
台情景剧，把“党费缴纳”“发展党员”
等工作内容搬上了舞台。

耳目一新的情景模拟，浓缩着基
层党务工作的各项流程、关键节点和
注意事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既有
高度，还接地气！”培训学员皮海平感
触颇深。

一年前，皮海平从生产技术岗位
“跨行”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培训，
让他觉得不仅“听得到、看得见”，而且

“学得会、带得走”。
在皮海平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江铜

集团德兴铜矿采矿场胶带运输工段，
开展了“党员安全责任区”“现场技术
党课”“职位体系党员联点心连心”等
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支部活动，不断提
高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20 年，该工段完成 2427 万吨废石运
输量，超计划任务427万吨。

这是江铜党建引领生产发展在基
层一线的创新实践和生动缩影。

在推进企业发展改革过程中，江
铜党委切实把党的建设贯穿在公司改
革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站在讲
政治、顾大局、勇担当的高度，科学统
筹好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江铜党委第一时间成立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疫情防
控专题工作会，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进行统筹部署。在去年 2 月 10 日率
先全面复工复产后，迅速制定出台 40
条措施，强管理、降成本、促发展，全方
位应对市场挑战，在最短时间内将产
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奋力夺取了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2019
年，江铜集团开启“三年创新倍增”新
阶段，步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快车
道。增资控股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
司，底价摘牌天津大无缝铜材公司；新
建江铜研究院新研发中心，全新配置
一流科研设备；与大院大所实质化合
作持续深化，携手投入新材料新产品
研发……吹响“三年创新倍增”冲锋号
角的江铜，“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在一系列行动、一项项成绩的背后，

是江铜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企业决策重大事
项的前置把关定向程序，有力推进了公
司重大项目投资、重大改革创新举措的
落实落地。2020年，江铜党委召开29次
党委会，前置研究119项企业生产经营
和改革发展重大事项。

在扎实推进“三年创新倍增”的同
时，江铜党委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推进
人才强企战略，打通了人才“选、育、
用、留”全流程，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脱
颖而出，由博士组成的高端科研团队
不断壮大，人才队伍结构正逐步发生
积极性变化。

此外，江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高
位推动，一体推进了“大风控、大协同、职
位体系、全面预算、对标创标、制度建设”
等重点工作，公司治理呈现出全新格局，
被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评为江西省
唯一的“双百行动”A级企业。

“以一流的党建工作引领企业迈向
世界一流企业，我们要把企业党建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
资源，党建成果转化为发展成果。”江铜
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江铜已经提出到
2023年初步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更需要企业党委充分发挥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责任担当——
旗帜鲜明讲政治 在国企党建上作示范、创标杆

引领发展——
生产经营在哪“发力”党建工作就在哪“加油”

守正创新——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争创“第一等的工作”

基 层 亮 点

唱响党建红 走好发展路

奋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

江铜集团在改革开
放中诞生，一路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
砥砺前行，实现了从单一
铜企向综合性矿业公司
的跃升，成长为中国铜工
业的领头羊和江西工业
的排头兵。2020年，江铜
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
343 位、亚洲品牌 500 强
第 199 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86位。

江铜集团秉持“以铜
为本、做强有色、多元发

展、全球布局”发展方针，
围绕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不断
加强党的建设，强化人才、
创新“双轮”驱动，大力推
进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
革，全力打造铜、黄金、铅
锌、硫化工、稀土、金融、贸
易、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九
大产业体系，推进全产业
链的优化升级，加快与供
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入
融合，坚定不移做强、做
优、做大江铜。

企 业 链 接

（郭 奕 胡锦慧/文 图片由江铜集团提供）

江铜集团加工事业部漆包线生产现场江铜集团加工事业部漆包线生产现场

江铜集团总部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江铜集团总部机关新党员入党宣誓

江铜集团德兴铜矿泗洲选矿厂党员
突击队攻坚在设备检修一线

核 心 阅 读

国 资 声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