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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之魂统领企业发展
—记党的十九大代表曹和平
——

作为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 曹和平以一
名成功企业家的身份被大众所
熟知，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更加
值得骄傲与自豪， 那就是一名
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做企业党政一把手 33 年，曹
和平时刻不忘一名党务工作者的
责任和使命，用党建工作的
“
魂”统
领企业发展，让党建工作的
“
根”生
发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带领广大
员工执着奋斗、创业奉献，实现了
欧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
“员工富裕、企业兴旺、社会
发展” 这 12 个大字在欧亚卖场
会议室里格外显眼， 这就是欧亚
集团的企业发展宗旨。“
我在欧亚
已经 20 年了， 看到它从一个小
企业一点点、一步步地壮大，到现
在进入民营企业 500 强之列，这
里倾注了曹董太多的心血。 这心
血不仅是身体力行， 更有一种精

神，时刻指引着我们。 ”欧亚卖场
男装经理王妍殊告诉记者。 曹和
平始终倡导诚信至上，以德兴商，
将其作为一种企业精神和价值信
念不断传袭， 形成了具有本企业
特点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经营
观念和文化理念。
欧亚集团一直实行“一岗
双责、两位一体”的制度，党 委
书记兼任董事长， 党支部书记
兼任商场经理， 既负责抓党务
工作， 又直接 参与 经 营活 动。
“将党组织内嵌 到公 司治 理结
构之中，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
治理、内控管理各环节，使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
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曹
和平说，“我们企业长远发展的
‘三星战略’、 项目建设投资等
重大决策， 党委都发挥了把关
定向、统一意志的核心作用。 ”
‘作为一名党员要当一盏
“

灯，照亮周边人；要当一面旗 ，
引领周边人；要当一个火车头，
带动周边人。 ’这是曹董让我们
铭记在心的一句话。 ”欧亚卖场
总经理助理赵鑫继续说，“在欧
亚，党员责任区、党员联系点、
党员先锋岗、 党员服务队遍布
各个门店， 广大党员在曹董的
带领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
了敬业奉献、 创先争优的文化理
念， 成为企业建设的骨干和中
坚。 ”王妍殊告诉记者，欧亚集团
“
党旗下的欧亚”主题教
经常开展
育，设立党员义务销售广场，实施
党员促销工程，实行
“
党员对接进
店堂”服务，组建助残敬老、家电
调试等党员志愿服务队进校区、
进厂区、进社区，强化党员“打先
锋”
“
站排头”意识，积极践行“六
个表率”，争当创业先锋。
“
作为共产党员， 我们的一
言一行，不仅仅是个人形象问题，

而且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
的威信”。 曹和平身教重于言教，
他一直坚持嘴不馋、心不贪、身不
懒。2012 年集团公司总部搬至新
址，他没添置一件新办公用品，用
的依然是十几年前的“
老物件”。
在他的感染和带动下， 欧亚的党
员干部以
“
不懒、不馋、不贪”为准
则，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树立了
企业的正风正气。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曹和
平为欧亚的发展执着付出着，他
深知，实现企业“
三星”发展的战
略梦想，更需要一代又一代欧亚
人的执着奋斗。 他制定了旨在培
养企业领袖集群的“龙兴计划”，
选拔优秀的青年人才进行全封
闭培训， 亲自设定培训内容，进
党校学习政治理论；进军营训练
顽强作风；重走红色之旅，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 坚定理想信念。
曹和平说：“我希望欧亚新一代

青年人能早日成为有担当、有能
力、有德行的接班人，为挑起建
‘
中国欧亚、 民族欧亚、 世界欧
亚’的重任而努力前行，续写欧
亚集团光明的未来。 ”
“曹 董 当 选 党 的 十 九 大 代
表，是我们每一个欧亚党员的光
荣，是我们每一个欧亚人的骄傲
与自豪。 ”赵鑫由衷地告诉记者。
其实，曹和平的党代表之路从党
的十六大就已经开始了。 连续四
届的党代表身份，让曹和平身上
的担子更重，同时也使得他无论
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更加严
于律己， 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
用。“
当选党代表，对我来说是一
份沉甸甸的肯定。 我会倍加珍
惜，再接再厉，不忘初心，再创佳
绩，为党的事业和民族商业永续
发展不懈奋斗。 ”曹和平话语坚
定，信心满满。
/ 吉林日报记者 祖维晨 报道

勇于创新 一心为民
——
—记十九大代表、长春市双阳区马场村党支部书记李华靓
“李书记是个好干部， 他带
领全村人都富了起来。 ”在长春
市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一提
起李华靓， 每个人都会竖起大
拇指。
百姓 口中 的每 一句 赞 美 ，
都是对李华靓工作的肯 定，但
他的成功实属不易。
早些年，李华靓卖过水果，
做过传菜员，当过搓澡工，之后
又回到家乡的黑土地， 带着村
民搞起农业合作社， 共同走向
致富路， 把昔日的马场村变成
了现在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马场村变化诠释出李华靓
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一心为民
的情怀。
2007 年他成为全省“一村
一名大学生”项目学员，在上学

时得知国家出台了扶持农村农
业机械化的优惠政策， 他抓住
机遇，大胆创业，拿着多方筹集
来的 140 余万元， 返乡创办了
全街道第一家合作社——
—晟华
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彻底改变了马场村
传统的农耕方式，形成了“推广
农业机械化，统一购种，科学种
田，供产销一条龙”的农民合作
社生产模式。 李华靓还带头成
立晟华农资经销超市， 保证村
民用上放心种子、放心肥，降低
了生产成本。
党员干部 的务 实，“实 ”在
了工作成效上，也“实”在了百
姓心窝里。
“李书记真抓实干，一心为
我们谋福利。 ”合作社社员孙颜

波喜于颜表，“以前秋收一人一
天最多能收一亩地。 现在合作
社的大型收割机一天就能收两
三垧地。 空闲时我还在合作社
管理院子， 收入比以前翻了两
番，这都得感谢李书记。 ”
经过几年的发展， 晟华农
民专业合作社从最初的 4 户社
员发展到 300 户， 还成立了农
机作业队、稻米加工厂、养猪协
会、水稻高产栽培基地，成为当
地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 于
一体的农业龙头企业。
脱贫致富 ，不是“砸钱 ”就
管用，更需要动脑筋。 为进一步
拓宽水稻销售渠道， 李华靓尝
试推广“互联网 +”营销模式，创
办了双阳区第一家以服务“三
农” 为宗旨的吉林省晟华农村

电商创业园。
如今， 创业园已经成为双
阳区农村电商创业 孵化 基地 、
双阳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示范基地， 还被双阳区委确定
为双阳区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
地、党团共建基地。
多年来， 李华靓带头示
范，用真诚回报村民，用实际
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
命担当。
由 他 发 起 的“万亩鸭田生
态水稻定制体验农场” 项目解
决了马场村 110 余人的就业问
题。 为解决村民饮水安全和出
行难问题，他争取到“人畜饮水
工程”项目 ，还 申请 修建 了 8.5
公里水泥路， 在村里建设起集
文化大院、 农家书屋和合作社

办公室于一体的村民活动场
所， 让村民享受到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生活。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近
年， 李华靓获得“全国农村青
年 致 富 带 头 人 ”“全 省 优 秀 共
产党员”“吉林省劳动模范”等
荣誉称号，这些 荣誉 使他 更 坚
定地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致
富路。
党的 十九 大即 将召 开 ，李
华靓深知自己担负的责任和使
命，“很荣幸能被选为十九大代
表， 我是个农民， 所以更关心
‘三农’问题，我想的也是怎么
回馈农民，怎么让他们的‘泥饭
碗’变成‘金饭碗’。 ”
/ 吉林日报记者 李婷 实习
生 陈鑫源 报道

钢花四射匠心成
——
—记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钢轧厂炼钢车间炉前工王勇
王勇话语不多，有一种纯朴
的工人气质。 也正是凭借这种
质朴，他20余年如一日，追求着
职业技能的极致化， 靠着传承
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书写
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执著的技
术追求、忘我的奉献付出、强烈
的责任担当， 塑造着“不忘初
心，大任担当”的工匠情怀。

坚守：
成为一名有用的炼钢能手
入行之初， 好强的王勇暗
下决心， 一定要像师傅一样成
为炼钢能手。 在工作岗位上，他
细心观察师傅们的 一 招一 式，
虚心求教。 回家后，他反复钻研
学习。“刚参加工作时，虽然在
学校学过理论， 但实践经验不
足。 ”为了快速成长，王勇每天
下班后， 就把学校学的理论书
拿出来认真研究， 有时到图书
馆找一些生产工艺方面的书
籍，对比白天的生产过程。 短短
3个月，他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炼

钢三助手以下的活计。
王勇回忆时说，刚参加工作
时，为了练就一身真本领，他苦
练炼钢过程温度控制基本功。
他说：“一般炼钢过程温度
控制在1600℃到1700℃之间为
最佳， 我们的出钢温度判断误
差不能超过3℃到5℃。 为了保
证判断准确， 我当时一炉一炉
地盯，根据钢水颜色判断温度，
一班下来，眼睛又疼又肿。 ”
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厂4年
后的王勇， 在全厂技术大比武
中，得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专注：
做新时代的炼钢工人
多年的实践让王勇深深懂
得，降低成本有很多途径，但最
重要的是技术创新。
溅渣护炉是国内外认同的
炼钢技术手段， 为挖掘科技炼
钢所带来的效益潜力， 王勇在
消化、运用、优化这个技术手段
上做了大量付出和努力。 据了

解， 这种技术手段的主要环节
就是控制炉渣氧化 镁含 量 、氧
化铁含量和炉渣碱度。 还有溅
渣枪位控制， 溅渣初期枪位高
些、末期最低，溅渣用氮气压力
不能低于0.8兆帕。 为了搞好这
项技术攻关， 王勇上班时勤动
手，多思考，进行实践探索；下班
后回家收集相关书籍，恶补理论
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和
同事们的努力， 成果出来了，他
们所操作的转炉炉龄由原来的
1000炉上升到2万多炉，在节约
大量耐火材料成本的同时，钢产
量由原来的60万吨上升到200
万吨，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破解工艺创新、技术创新
课题不光靠行业和企业的高端
技术人才， 更需要在一线摸爬
滚打的产业工人。 ”多年来，王
勇在吸收、 消化国内外技术操
作手段的基础上， 做了大量的
革新发明。
他参与的“创效圈”实施了
“混铁炉水套改造”“取消轻 烧

白云石， 用生白云石代替”“降
低 钢 铁 料 消 耗 ”“降 低 石 灰 消
耗”“降低出钢温度”“优化枪位
控制，留碳操作”等重要课题攻
关，均收到较好效果。 特别是他
创造并提出的“双渣操作”法，
起到了神奇的降耗功效， 并在
厂内得到广泛推广。 当时，他所
带领的班组各项生产技术指标
连年位列炉前12个班组之首。

担当：
担负企业挖潜创效的重任
2016年12月份， 王勇通过
实施低硅铁水转炉留渣操作方
法降低石灰消耗， 石灰消耗控
制到34.66公斤每吨钢以下，创
历史最好水平。“我记得是在一
次同行业的研讨中， 听到了低
硅铁水转炉留渣操 作方 法 ，回
来后，我反复研究，几乎一周都
没有回家，最终结合企业特点，
有效降低了石灰消耗。 ” 据介
绍， 他的方法在其它各班组推
广后， 全厂石灰消耗指标同比

往年降低3.42公斤每吨钢，仅此
一项为企业年创效364.32万元。
方坯直上钢种温度年创效
151.61万元；钢水成分窄范围控
制合格率和高拉碳合格率两项
在全国同行业中处领先地位。
“我自己与转炉炼钢结缘
20多年， 平日我满脑子想的都
是炼钢那些事。 这么多年来，我
一看到绽放的钢花， 内心里就
有一股子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兴
奋， 这是炼钢人付出辛劳收获
果实的一份惬意。 ”王勇说，当
前， 企业生存攻坚的冲锋号角
催人奋进， 作为奉献在生产一
线的共产党员， 自己要发挥好
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身边的职
工撸起袖子加油干， 为企业和
国家多做贡献。
采访中， 王勇一直话语不
多。 然而，他的工匠精神深深感
染着身边每一 个人 。 王 勇说 ：
“敬业、责任和技术，这三者的
组合，就是完美的工匠精神。 ”
/吉林日报记者 聂芳芳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