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记者 杨 波 通讯员 黄钢祥 报道

本报讯 为给基层科技人员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袁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尧创造性袁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综合竞争实力袁日前袁宝钢特钢举办
野讲尧比冶竞赛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演讲
发布会遥

今年宝钢特钢野讲理想尧比贡献冶竞
赛活动中袁被推荐的先进员工中野80后冶
青年技术人员占 60%以上袁 青年一代已
成为宝钢特钢生产尧 科研和管理等技术
创新工作中的主力军遥
现场发布会上袁参加演讲的科技人员

代表围绕宝钢特钢 2018年创新发展工作
目标袁结合自身的岗位特色袁讲述了各自
的故事遥其中袁叶做一朵钛海洋中的浪花曳尧
叶不忘初心尧 砥砺前行曳尧叶人生无处不青
山曳尧叶野精尧细冶管理铸造国防重材曳等主题

演讲袁 重点叙述了推进特钢新品开发尧促
进现场降本增效的故事和感受曰叶全心全
意为特钢航空大飞机产品的技术质量保

驾护航曳尧叶能啃硬骨头袁勇于攀高峰曳尧叶攻
坚克难的油井管控野小虎队冶曳尧叶航天事业
的保障者曳等主题演讲袁则展示了科研尧生
产一线野80后冶们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袁边
学习边实践的点点滴滴曰叶以员工创新平
台为契机袁 促进钢管质量成本改善曳尧叶热
挤压产线的成长曳等主题演讲袁凸显了科
技工作者们默默无闻的服务尧勇于挑战的
意识尧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遥

宝钢特钢表示袁 基层的广大科技工
作者不仅为公司提升生产竞争力做出了

积极贡献袁更是实现野员工与企业共同发
展冶的学习典范遥希望科技人员跟踪好先
进技术袁勇于创新袁乐于奉献袁为企业发
展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袁 实现自身理想
和价值遥

宝钢特钢举办
“讲、比”竞赛演讲

姻记者 杨 波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袁强化基本组织尧基本队伍尧基本制
度野三基建设冶袁提高专兼职党支部书记
开展党建工作能力袁 推进落实党建工作
责任制袁日前袁宝钢发展党委以野加强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尧 不断提升支部的组织
力冶 为主题举行党支部书记党建工作专
题研修遥

本次研修对党费和党组织工作经

费管理及规范使用尧 党组织设置和换
届工作要求尧 宝武党建云平台使用与
要求尧发展党员规范尧加强野三会一课冶

等基本制度以及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等

内容进行了专题辅导曰 对巡视巡察典
型问题及制度规定尧 意识形态阵地管
理和舆情应对等明确了工作要求曰基
层党支部就如何规范有效地开展党支

部工作尧 推进主题党日活动进行了工
作实践交流遥

宝钢发展党委要求袁 各党支部要全
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袁 夯实党建基础管
理曰紧密联系实际袁对照党内制度要求把
党建工作抓实抓细袁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曰
加强学习借鉴袁不断改进提高袁提升组织
力袁 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思
想保障和组织保障遥

宝钢发展举行
党支部书记专题研修

姻记者 杨 波

汪瑾是宝钢工程资金管理高级主管遥
14年来袁汪瑾深耕资金领域袁不断地学习尧
积累尧应用尧创新遥 近日袁汪瑾荣获野2016-
2017年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冶称号遥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袁财务工作就是报
报账袁算算收支结余袁然后报报税就完事
了遥其实不然袁这只是财务工作的一部分袁
财务工作渗透到企业的每一个部门尧每一
项活动中袁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遥 正是因
为财务工作的重要性袁所以财务人员不仅
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袁同时也要具备相当
专业的知识袁才能更好地胜任工作遥

2004年袁汪瑾大学毕业后袁开始从事
资金管理工作遥 步入工作岗位后袁汪瑾全
身心地投入工作袁边学边干遥 在积极参与
宝钢股份 100亿元分离可转债尧100亿元
中期票据发行等重大项目过程中袁汪瑾渐
渐积累了资金管理方面的体系能力与专

业运作能力遥

由于勤奋好学尧 工作出色袁2013年袁
汪瑾通过集团公司公开选拔袁于当年 8月
至 2014年 8月赴美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袁
获硕士学位遥多年的学习尧积累和提炼袁30
多岁的汪瑾已经持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公

会会员 渊ACCA冤尧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渊CMA冤等财务专业证书遥

差之毫厘袁谬以千里遥汪瑾坦言袁资金
管理工作来不得一丝一毫的疏忽遥 多年
来袁 汪瑾把力求完美作为一种自觉追求遥
尤其是近年来袁 随着公司的改革发展袁业
务更加复杂袁管理层做出的很多决策都需
要财务数据的支持遥 为此袁公司对资金管
理的工作也要求越来越精细遥

汪瑾每天面对的是数字和票据袁枯燥
而琐碎袁但通过努力袁她使这些枯燥乏味
的数字变成了美丽的音符袁在她的指间跳
跃遥 多年来袁汪瑾全心投入到管理优化与
增收创效工作中袁 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袁
聚沙成塔袁实现野真金白银冶的收益袁为宝
钢工程经营业绩的野扭亏增盈冶添砖加瓦遥

近年来袁 在多业态集团型公司的深度
业务整合与效率提升的管理要求下袁 宝钢
工程迫切需要一套标准统一的资金集中管

理系统遥在此背景下袁汪瑾加入宝钢工程资
金团队袁承担起资金集中管理系统开发尧改

造与推广的具体任务袁扑在项目第一线袁成
为公司资金管理优化的排头兵遥

野过日子冶离不开精打细算遥面对这项
复杂尧浩大的系统工程袁汪瑾深知责任之
重袁时时告诫自己袁要用精湛的业务尧严谨
的作风和热情的工作态度打好公司的野金
算盘冶遥

为了实现资金管理和价值分析功能袁
由被动的事后管理转化为事前预警尧 事中
管理和动态透明的管理袁 整体提高宝钢工
程资金管理水平袁 汪瑾和团队成员制订了
野将业务尧财务尧金融系统以及银行的网银
系统整合成为一体化冶的解决方案袁在全面
降低了财务费用的同时袁 还能整体提高公
司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尧流动性尧收益性尧准
确性尧透明性尧快捷性等遥

2017年袁 在宝钢工程各方的协同配
合下袁宝钢工程资金团队交出了一份可喜
的成绩单袁汪瑾与整个资金团队及两家合
作单位共同设计开发的 iTS系统顺利运
行袁项目自投用以来袁很好地解决了宝钢
工程面临的资金管理问题袁每天向各级管
理者直观展示宝钢工程各级公司所有账

户尧资金尧融资尧票据尧外汇袁以及银行业务
合作尧存贷款等实时信息遥 同时袁iTS系统
成功申请 2项专利发明尧8项技术秘密尧1
项商标权及国家版权局颁发的 1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遥

打好“金算盘” 争做排头兵
要要要记野2016-2017年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冶汪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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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院
面对居民质疑袁曹

利勇作出承诺院我们一
定会尽全力建设好海

绵城市项目袁还大家一
个洁净美丽尧安居乐业
的社区环境遥两年过去
了袁曹利勇兑现了自己
的承诺袁让野海绵冶在武
汉市青山区红钢城扎

下了根袁社区百姓尝到
甜头尧好评如潮遥

“海绵”在红钢城扎下了根
要要要武钢集团曹利勇带领团队建设海绵城市项目的故事

姻唐 成 李 华 朱旺春 闫晓沛 文/图

诚信 协同 创新 共享

野武钢不是炼钢的吗袁怎么搞起耶海
绵爷来了袁这能干得好么钥 冶野这怕又是面
子工程吧钥 冶野施工的时候袁社区里又是
一团糟噎噎冶 第一次到社区调研时袁武
钢海绵项目公司技术专家曹利勇就遭

到了社区居民质疑遥
2016年袁武汉成为全国首批海绵城

市试点之一遥 2017年 5月袁武钢海绵项
目公司组建成立袁曹利勇出任技术服务
部负责人遥当时袁包括曹利勇在内袁部里
就两个人遥

虽然明知海绵城市项目作为惠民

工程袁 直接切中老旧社区环境恶化尧渍
水内涝等痛点袁但曹利勇明白袁项目要
在老旧社区里生根袁必须要先过老百姓
这一关遥老人要遛弯袁小孩要玩耍袁有车
的要停车位袁爱花的要花坛绿地袁争执
不时上演袁项目推进难度相当大遥

野海绵城市项目是利国利民的大好
事遥 武钢集团要把好事办好袁不能坏在
我手里遥 冶曹利勇决定直面问题袁主动出
击遥他首先逐户摸排有疑虑有意见的居
民袁建立了 150余户居民的档案信息和
意见袁随后带着团队去有海绵城市项目
建设的城市进行考察学习袁还实拍下已
建好的海绵城市项目美图遥

回来后袁他操刀制作了一本海绵城
市项目科普图册遥 带着这本图册袁曹利
勇和团队带着设计人员袁一家一家敲响
街坊们的家门袁逐户唠唠嗑尧讲讲理遥功
夫不负有心人袁一个星期后袁150余户居
民经劝解彻底打消疑虑遥原本为项目部
施工进场发愁的项目公司经理得知问

题化解后袁兴奋地朝曹利勇竖起了大拇

指袁野小曹袁 真有你的袁 这都让你弄成
了遥 冶随后话锋又一转袁野广告有了袁还要
看耶疗效爷袁接下来袁才是苦战浴 冶

野怎样干袁才能成为民生工程钥 冶野如
何建袁才能解决环境痼疾钥 冶一连串的问
号萦绕在曹利勇的心头遥他觉得海绵项
目落地效果一定要打通设计和居民诉

求的野实心墙冶袁让项目真正发挥海绵效
果遥他每天泡在现场袁和居民群众座谈袁
随时记录下现场情况袁组织设计院进行
研讨袁结合居民意见和建议袁因地制宜
进行设计优化遥 在他的坚持下袁老百姓
反映强烈的项目被优化袁老百姓诉求强
烈想要增加的设施加码建设遥

海绵城市建设是新城市建设理念袁
很多新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袁 材料的强
度尧耐久性是一大难题遥带领团队走访材
料厂家袁 同时对多地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进行考察后袁 曹利勇发现有些铺设的人
行道砖已经出现开裂袁 联想到老城区居
民会经常将车停在道路的人行道上袁他
当即找到项目公司经理袁 提出加厚人行
道砖的想法袁并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研讨遥
大家都担心加厚人行道砖将会增加研发

成本和工程造价袁是一桩赔本的生意遥
曹利勇静静听着袁等大家表达完不

同意见袁 他语气坚定院野我是搞技术的袁
但也不是不考虑账本遥 大家清楚袁人行
道砖一定要经得起老百姓的检验袁并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遥 冶经过大家讨论袁项目
公司经理决定袁野我同意小曹的想法袁这
事儿就这么定了遥 冶

自从认定了野海绵冶袁每到下雨天袁
曹利勇都会出去走走看看袁下雨天最能

验证海绵城市项目的建设成效袁最能发
现海绵设施还存在哪些缺陷遥曹利勇辗
转各个项目袁查看渍水情况袁掌握最真
实的一线资料遥 雨一停袁曹利勇会向居
民群众了解海绵改造的体会感受和进

一步优化的建议遥
经过两年建设袁片区的海绵城市试

点项目全部竣工并通过验收遥试点项目
的竣工收获了这样一组数据院新增活动
场所 12000 平方米袁 新增生态停车位
1500余个袁 改造疏通 7000余个雨污水
井袁新增便民石桌椅 600 余个袁识别各
区雨污混错接情况袁 完成雨污分流 258
处袁解决 9条市政道路海绵改造袁惠及
居民群众 10多万人遥

改造后的青山示范区可实现排蓄

平衡袁内涝风险降低曰污水混错接尧直排
情况和内源污染基本消除袁面源污染削
减率整体达到 50%以上曰市民的居住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遥

因海绵改造尝到甜头袁 老百姓好评
不断遥 前来参观考察的政府机构和团体
络绎不绝袁曹利勇经常参与讲解袁每每进
入社区袁 总有熟识他的群众聚拢过来遥

野小区的环境大变样了袁我们的活动场地
更大了遥冶野车位越来越多袁我的车有地方
停了遥冶野楼下的凉亭建得真是好遥冶野下雨
天袁 我们这把老骨头也照样可以出来活
动噎噎冶大伙儿笑得合不拢嘴遥

两年的摸索打拼袁曹利勇带领部门
骨干总结了一系列新工艺新工法袁形成
了海绵城市建设指导性规范曰集成研发
了雨水收集尧雨污分离尧初期雨水截污
装置等关键工艺和设备袁 形成了 10项
工艺工法尧6项技术专利和 32项可推广
的经验成果袁其中野新型截污篮冶获 117
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铜奖曰 参与了
叶武汉市海绵城市施工及验收规定曳的
编制遥 这些是曹利勇带领团队埋头苦
干尧总结出来的经验精髓袁也成就了海
绵项目公司建设好海绵城市的底气遥

在今年第二届智慧海绵论坛上袁武
钢绿色城建公司作为主办方亮相遥曹利
勇走上演讲台袁作了题为叶海绵设施施
工质量控制及运维技术探讨曳的经验分
享袁他用自己的切身体会道出了海绵城
市建设在老旧社区扎根的真谛袁现场掌
声雷动噎噎

从开始试点海绵城市到现在袁 我们给老百姓带去了洁净美
丽的生活环境袁自己也实现了转型遥 与城市共同发展袁这是我们
愿意拼尽全力去做的事遥

姻记者 王 磊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在投产 30 周年之
际袁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冷轧厂组织开展
野青年大学习冶暨野三感冶教育主题团课袁
号召团员青年继往开来尧创新超越尧再创
辉煌遥

今年是冷轧厂投产 30周年遥在直面
困难和挑战袁 实施新一轮发展发展目标
的过程中袁 冷轧厂组织广大团员青年重
温尧学习与弘扬野85窑9冶精神袁并重拾野三
感冶教育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袁发扬
宝钢二次创业的奋斗精神袁 为实现冷轧
厂新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而努力奋斗袁作
出应有的贡献遥

主题活动中袁冷轧厂党委主讲了叶从
野85窑9冶到野15窑9冶要要要野三感冶教育曳主题
团课袁 鼓励大家争做有时代担当的新青
年袁并向青年员工们赠送了叶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曳一书遥团员青年代表在座谈
中表示袁老宝钢人身上那种不畏困难尧勇
往直前尧超越自我尧甘于奉献的精神时时
刻刻激励着我们遥 怀揣冷轧厂下一个 30

年更精彩的梦想袁我们会弘扬工匠精神袁
不断推进现场基础管理和 野操检合一冶袁
为建设野世界上最好的冷轧厂冶挥洒青春
智慧与汗水浴

冷轧厂号召广大团员青年袁 要牢记
历史袁不忘初心遥 宝钢是改革开放尧钢铁
报国的产物袁曾经的历史激动人心袁令人
自豪与动情遥 作为宝钢人尧作为冷轧人袁
要满怀荣誉感遥身处中国最好的钢铁厂尧
最好的冷轧厂袁 能够在这样的平台上工
作袁是我们的光荣遥同时袁责任重大尧使命
光荣遥青年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袁应该有强
烈的求知欲和责任感遥 从智慧制造到城
市钢厂袁 对传统钢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遥 青年人要做到想学习尧善学习袁立足
标准化作业和基础管理袁 承担起自己的
岗位责任遥团员青年要创新传承袁实现价
值遥年轻人的状态决定着公司的未来遥要
在师徒带教的基础上袁 通过自身努力学
习袁掌握多岗位生产工艺及操作流程袁在
促进自身成长成才的同时袁 为冷轧厂及
公司未来发展发挥自身作用袁 在平凡岗
位上创造不平凡价值遥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冷轧厂
开展青年大学习主题活动

精彩宝武人

日前袁梅钢第十二届职工体育运动会篮球比赛举行袁160名篮球爱好者组
成 16支参赛队参加了比赛遥 最终宝信梅山荣获冠军尧炼铁厂荣获亚军尧设备
分公司荣获季军遥

特约记者 朱 飞 通讯员 吴朝阳 祁晓军 陶 红

周以锋 何勇洁 摄影报道

近日袁武钢物流公司党委发动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认真组织观看叶榜样 3曳袁要求
以组织学习观看叶榜样 3曳为契机袁结合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学习袁努力在公司改
革创新尧攻坚克难中发挥榜样力量遥党员干部们表示袁今后将努力向榜样看齐袁对标先
进袁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尽职尽责袁勇于担当袁为公司转型发展添砖加
瓦袁彰显一名共产党员的风采和本色遥

通讯员 吴 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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