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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垃圾分类难题

8月 6日袁 上海市长宁区周桥街道武
夷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张浩云发了一条朋友

圈袁野长宁区面向中国宝武定向招聘居民区
党组织书记尧社区工作者冶遥 这位转型近两
年的原中国宝武员工袁 真心希望有更多的
兄弟姐妹加入到这个大平台来遥 因为他自
身的经历说明袁社区工作大有所为遥最近上
海市开展的野垃圾分类冶工作袁就是对张浩
云这种感想最好的注解遥

武夷居委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

街道袁下辖六个小区遥 其中袁虹桥朗诗绿郡
公馆的垃圾分类工作最为复杂和困难遥 该
小区是一个高档的服务式住宅小区袁原来
每个楼道都有垃圾箱房袁 倒垃圾很方便遥
垃圾分类实施后袁在小区里设立垃圾分类
点袁对这些业主极不便利袁因而有抵触情
绪遥 张浩云一家家上门解释袁利用双休日
把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册送到每个居民手

上袁并召开了几次垃圾分类推进会袁把能
想到的问题尽量都想周到袁尽量减少对居
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遥 最终袁张浩云以自己
的真诚成功消除了业主对垃圾分类的抵

触心理袁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也成了大
家的习惯遥

张浩云 2006 年毕业后在宝钢股份工

作了 11个年头袁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
长尧主操兼任车间团支部书记遥 2017年底袁
张浩云主动转型到社区工作袁 开启了崭新
的人生遥如同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一样袁两
年不到的时间袁 张浩云用自己的能力和热
情袁赢得了业主和同事们的尊敬遥他说袁野宝
武人在社区岗位上就是一张白纸袁 要勇敢
地闯一闯遥不要害怕失去了避风的屋檐袁换
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收获袁 人生也许还有
不一样的精彩浴 冶遥

为了居民脸上的笑容

同在长宁区担任社区书记的唐林翔

谈到自己的转型经历时说袁野企业并没有
把我们简单地推向社会袁而是为我们争取
到了像社区书记这样的岗位遥 能为企业的
产业调整做一点微薄的贡献袁还是非常有
意义的遥 冶

这位 1980年就进宝钢工作袁在基层管
理岗位上干了十几年的野老法师冶袁现在是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左家宅居委会党总支

书记遥 该居民区有 9个独立的小区袁其中
长峰浦江小区是高层商住两用房袁 办公尧
居住混用袁 并且周边被建筑工地包围袁扰
民现象严重袁消防通道垃圾堆积尧电梯故
障不断袁 为此曾多次被动接受电视台采
访遥 长期以来各种矛盾重重袁业主投诉不
断遥 唐林翔初来乍到袁面对这样复杂的情
况袁没有着急上火袁而是耐着性子袁沉下身

子袁仔细排摸情况遥
几个月后袁唐林翔抓住问题的症结袁推

进了业委会的改选袁 然后聘请了新的物业
公司遥现在袁业主反映最集中的电梯故障问
题已经有了落实袁 更换电梯的工作已经全
面启动遥 年久失修的大楼消防系统也完成
了改造遥业主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袁新来的书
记是干实事的浴

去年 10月 22日袁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到新华街道指导党建工作袁 得知老唐是中
国宝武的社区转型书记袁 特意询问了他的
工作和生活情况袁 并且肯定了转型工作的
意义袁鼓励他认真向社区的老书记学习袁为
社区工作带来新活力遥那天晚上袁老唐的朋
友圈几乎刷爆了遥他激动地说袁尽管当初有
很多不舍袁但事实证明袁我转型的抉择是正
确的遥 的确袁我是付出了很多袁但这些付出
看得见摸得着袁 那就是居民们脸上的笑容
和言语中的那份尊重浴

野三心法冶暖人心
和唐林翔在同一街道工作的红庄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倪明也是中国宝武的一位基

层管理者遥 他在梅山公司兢兢业业干了 20
多年袁 也曾经有过把亏损企业救活的出色
业绩遥但是当企业的业务发生调整时袁他毅
然服从大局袁走上了转型的道路袁成为了梅
山公司第一位转型的社区书记遥

倪明在企业当了十几年的厂长袁 到了

社区才发现袁工作要复杂得多遥 但他很快总
结出了细心尧耐心尧用心的野三心冶工作法袁
并付诸于实际工作遥 去年 8月袁上任才半年
多时间的倪明就碰到了棘手事遥 因年久老
化袁 社区下辖一栋大楼的电梯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袁 被检测方停止运行遥 该大楼有 10
层高袁电梯停了袁居民出行极为不便遥 本来
换个新电梯也不是件太复杂的事情袁 但由
于业委会和物业之间存在矛盾袁 更换电梯
的意见迟迟无法统一遥 倪明一遍遍地沟通
协调袁一次次把双方拉回到谈判桌前袁最后
双方的谈判卡在了一笔 5000元的物业服
务费上遥 任凭老倪磨破了嘴皮子袁依然都咬
死了不肯让步遥

眼看事情要弄僵袁倪明没有气馁袁而是
另找突破口遥 他找到了电梯公司说明了情
况袁恳请电梯公司在价格上作一点让步袁以
填补物业服务费的差额遥 倪明一次次跑袁一
次次谈袁终于感动了电梯公司遥 不久后袁新
电梯安装完成袁 困扰大楼居民出行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遥 大楼居民对倪明也多了一份
亲近袁 大家都说袁野多亏了倪书记帮我们多
方协调袁否则电梯肯定没这么快装好遥 大企
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浴 冶

倪明坦言袁之所以选择转型袁一方面是
服从企业发展大局袁 一方面也是坚信社区
工作有广阔的空间袁 也相信企业培养了自
己这么多年袁 有能力在新的岗位上实现自
己的价值遥

社区书记讲述转型故事———

这里有不一样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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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短波

本报讯 8月 15日袁 武钢集团机关
党委开展 野城新印象要要要走进城市新产

业冶主题党日活动遥党员职工先后参观了
114 方园尧长租(逅朴)公寓尧武钢大数据
产业园尧东湖网谷等项目袁听取了各项目
负责人的介绍遥

党员纷纷表示袁此次活动让大家亲
身感受到了方园项目的恢弘大气袁长租
渊逅朴冤公寓的体贴入微袁大数据产业园
的智能创新袁 东湖网谷的光明前景袁入
眼入耳入脑入心体验武钢集团在城市

新产业的新变化袁更加了解正在推进的
城市新产业板块工作进展情况及未来

发展前景遥 渊武刚冤

武钢集团机关党委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日前袁 中冶宝钢第三分公
司中标了宝钢股份热轧 1580 热轧 2 号
磨床 SKODA车床电控系统改造工程遥

宝钢股份 1580 热轧磨辊间车床主
要用于立辊和有裂纹等深缺陷的工作

辊尧支承辊加工遥 项目计划工期 4个月袁
年底完成无负荷联试袁交付生产遥 改造
完成后袁 将极大提升设备的测量精度袁
消除停机风险遥 此外袁改造后的车床加
工轧辊数据可与现有轧辊管理系统对

接袁实现轧辊车削加工后的数据自动跟
踪尧管理功能遥

渊张燕 彭智 冯艳冤

中冶宝钢中标宝钢股份
热轧磨床电控系统改造工程

姻通讯员 龚 程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袁乌海宝化万辰公
司年产 1200吨特种沥青项目试生产
一次成功遥 该项目由宝钢工程工程
事业本部焦化事业部自主研发 尧工
程设计袁 利用煤焦油初级产品中温
沥青为原料打造的国内首条特种沥

青生产线遥
多年来袁 宝钢工程焦化事业部一

直致力于新型高科技炭素材料领域的

探索遥特种沥青深加工袁是新能源材料

产业产品升级的方向遥 特种沥青项目
自 2012年开始至今年 7月投产袁历时
8年遥 项目团队成员克服设计任务艰
巨尧工期时间长尧人员紧缺等困难袁始
终与业主密切配合袁 保证项目的顺利
实施遥

目前袁 该项目设备运行稳定袁产
品达到了合格的状态袁并已成功生产
50 余吨特种沥青袁销往福建尧广东尧
浙江等地袁 是下游客户生产碳纤维尧
锂电极尧负极材料等高端产品的优质
原料遥

乌海宝化万辰公司
特种沥青项目试生产成功

姻特约记者 张 梅 报道

本报讯 8月 14日袁 八钢公司本
部野三供一业冶分离移交改造项目中的
供热及蒸汽系统实物和资产清单移交

仪式正式举行遥此次移交涉及供热 2.5
万户袁11 座加热站尧10 个主干道供热
管网和 15个生活区供热管网袁全部移
交大唐国能新疆能源有限公司袁 实现
了工程建设按期保质保量尧 业务运行
安全平稳尧服务保障无缝衔接遥

野三供一业冶分离移交是国家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部署袁 有利于企
业减轻负担尧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袁
也有利于整合资源尧提升基础设施袁改
善提高职工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遥 八
钢公司野三供一业冶分离移交工作共 32

个项目袁移交总户数 15.73万户遥其中袁
野先改造后移交冶 项目 6 项袁 总户数
10.07 万户 袁 占八钢移交总户数的
64%遥为了确保野三供一业冶移交工作稳
步有序推进袁 八钢公司专门成立了分
离移交工作机构袁明确了野工程优质尧
队伍优良尧居民稳定冶的工作目标遥 每
周召开工程例会袁 不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袁统一部署尧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遥 在
移交工作实施方案上袁 八钢公司加强
顶层设计袁注重从源头防控风险袁多次
会同移交方尧建设方共同开展安全尧稳
定的风险评估袁 再结合工作需求和企
业实际袁分别制定了供电尧供水尧供气尧
供暖等业务专项移交方案遥 经过近两
年的努力袁供热系统成为八钢本部野三
供一业冶改造项目的首个移交项目遥

八钢本部“三供一业”改造项目
供暖专业完成实物移交

姻特约通讯员 陈立新

通讯员 龚俊明 邹广森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韶钢举行废弃矿
物油运输泄露事故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演练遥 演练模拟运输废矿物油货
车在炼钢路段发生侧翻袁 其中两个
装有废矿物油的油桶破损发生泄

漏袁 泄漏矿物油经道路雨水明渠口
进入雨水渠遥

车辆驾驶员立即报告能环部环保

室袁 最终启动公司废弃矿物油运输泄
漏突发环境事件预案二级响应遥 专家
咨询组尧应急处置组尧应急监测组尧新
闻宣传组等各小组人员迅速到达现

场袁 在总指挥的指挥下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遥
应急人员用沙包进行现场围堵袁

堵住雨水渠上下游及废油进入雨水

渠的入口袁 将事故区域用沙袋围起
来曰用吸油毡尧铁锹收集地面废油曰将
油桶内剩余废油装入备用油桶后转

移至废油储存区域曰在地面油污及围
堵工作全面完成后袁对事故地面进行
洗消曰用专用吸油泵车对洗消废水进
行收集遥

经全体应急人员紧张工作袁 现场
污油得到控制和清理曰水处理中心进尧
出口监测数据连续达标曰 仅驾驶员受
轻伤并已得到救治曰 现场无火灾发生
及隐患袁事故废水已得到收集袁专家建
议委外进行处理遥 演练顺利结束遥

韶钢举行废弃矿物油
运输泄露事故应急演练

姻通讯员 邵 刚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韶钢顺利实现钢
坯运输野无人驾驶冶遥 运送列车实现自
动驾驶尧障碍物自动监测尧视频目标
自动追踪尧机车远程操控遥 该技术属
国内首创遥

钢坯铁路运输智能化项目是公

司 2019 年的标志性智慧制造项目袁
涉及区域主要是炼钢二工序至特轧

厂的钢坯热送遥 韶钢将现有的钢坯运
输内燃机改造成为具备精准定位尧远

程控制和自动驾驶等功能的机车袁并
辅以障碍物检测尧 进路自动排列尧无
线通信尧实时监测等技术袁实现钢坯
运输智能化遥

当天试车路段是从特棒厂要轧
钢站 8股道要北四线往返遥试车内容
包括自动驾驶尧障碍物监测停车渊包
括人站立在股道测试袁以及人穿越股
道动态测试冤尧远程控车尧天眼动态跟
踪尧地面控制中心远程跟踪等遥 经现
场技术人员检测袁各系统技术指标符
合项目预期袁项目通过验收遥

韶钢实现钢坯运输“无人驾驶”

姻通讯员 沈文彪 报道

本报讯 8月 16日下午袁 武钢有
限职责流程啄木鸟信息平台上线遥 该
平台是武钢有限特有的管理创新袁旨
在全心全意依靠员工袁以信息化手段袁
解决职责流程疑难问题遥

为有效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运营问

题袁今年初袁武钢有限启动了职责流程
啄木鸟活动袁 发动干部职工袁 查找问
题尧提出建议遥 半年来袁各部门通力协
作袁狠抓整改袁员工反映的 130项问题
建议均得到有效解决遥 42项职能职责
得到重新明确袁28个管理流程进一步

精简优化袁一批疑难杂症尧沉疴痼疾得
到妥善处理袁公司运营阻力大幅降低遥

为巩固前期工作成果尧 为后续改
革做好保驾袁 武钢有限决定以信息化
手段袁 将职责流程啄木鸟活动纳入常
态化管理遥平台向全员开放袁申报范围
涉及职责流程问题尧疑难问题遥一期专
人操作渊各单位文书冤袁试运行几个月
后袁延伸至各厂部作业区袁以作业区
为单位统一线上操作遥 一旦发起袁运
改部全流程跟踪渊含内部处理冤袁及时
协调督促遥 将问题提出者的认可作为
整改闭环的标准袁对未采纳事项须充
分沟通遥

武钢有限职责流程
啄木鸟信息平台上线

8月 17日至 18日袁中国宝
武第一届职工运动会上海赛区

乒乓球比赛在宝山体育中心乒

乓馆举行遥来自上海赛区 13家
单位的 160 余名员工挥拍上
阵袁 参加了男子单打尧 女子单
打尧男子双打尧混合双打以及混
合团体等六个项目的比赛遥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袁华宝
基金项凯旋尧 宝钢股份霍加兴尧
宝钢工程吴桂霞分别获得男子

单打 A尧B组袁女子单打第一名曰
宝钢股份张再生尧程继光袁宝钢
工程吕奕柔尧 成轲分获男子双
打尧混合双打第一名曰宝钢股份
代表队荣获混合团体第一名遥

特约通讯员 刘继鸣 通

讯员 颜海云 杜毅铭 练大胜

熊 杰 摄影报道

宝武员工的野乒冶搏瞬间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现面向全集团招聘

宝钢金属下属海外子公司董事长 1名遥
一尧招聘信息
公开招聘岗位院宝钢金属下属海外子

公司董事长 1名
工作地点院意大利
基本资格院
1尧具备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曳第七条相关规定的选拔任用条件曰
2尧年龄 35 周岁及以上袁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曰
3尧具有中国宝武 C层级或同级别管

理岗位两年以上工作经历袁同时应具备两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曰

4尧近三年绩效均为野称职冶及以上袁绩
效野优秀冶者优先遥

基本条件院
1尧熟悉公司经营管理和企业运作袁责

任心较强袁工作业绩良好曰
2尧具备较强的战略思维尧创新思维尧

组织策划尧团队领导和沟通协作能力曰
3尧具备较强的国际化能力袁并精通英

语袁具备较高的听尧说尧读尧写尧译能力袁懂
意大利语的优先曰

4尧 有汽车相关行业专业背景及从业
经历曰有海外相关工作经验和公司经营管
理经验者优先遥

岗位主要职责院
1尧 全面负责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管理

和战略发展曰
2尧负责主持和召开董事会曰
3尧组织讨论和决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尧

经营方针尧年度计划尧财务预算尧投资及日
常经营工作等重大事项曰

4尧签署公司重要合同尧协议尧文件及
其他资料曰

5尧协同推进尧发展中国市场业务遥
二尧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按照自愿报名尧 资格审查尧

综合面试尧实施调动聘用的程序进行遥
三尧报名
员尧 报名截止日期院2019 年 9 月 6 日

渊截止日期以电子邮件发送时间或纸质文
件寄送当地邮戳时间为准冤

圆尧报名方式
Email院baosteelmetalhr@baosteel.com
纸质文件寄送地址院 上海市宝山区同

济路 333号 5号楼 102室渊邮编院200940冤

联系人院唐林
联系电话院021-26099691
猿尧有关要求
应聘者在报名时请注明应聘岗位袁附

统一格式的报名表袁并提供以下资料渊报
名资料不再退回冤院

1冤个人简历袁学历学位证书及专业职
称尧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等材料遥

2冤近期 2寸彩色证件照片两张渊或电
子版 1份冤遥

如有意向应聘者袁 可向 baosteelmet鄄
alhr@baosteel.com发送邮件索取应聘报名
表袁请注明应聘岗位袁以便我们能更详细
了解您的情况遥

四尧其它
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遥

凡弄虚作假者袁一经查实袁即取消应聘资
格或聘用资格遥

在招聘过程中袁我们承诺为各位应聘
者保密遥 为加强对招聘工作的监督袁特设
立监督电话院渊021-26099759冤渊周一至周
五 8院30-17院00冤遥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9日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启事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无

缝钢管厂员工顾东敏 渊工号 院
461865冤袁 不慎遗失低压电工作业
证袁证号院310113197406170838遥 声
明作废遥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

无缝钢管厂

宝 钢 股 份 钢 管 条 钢 事 业

部无缝钢管厂员工胡子跃 渊工
号院710595冤袁 不慎遗失有毒有害
有 限 空 间 作 业 证 袁 证 号 院
310115198602152933遥 声明作废遥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

无缝钢管厂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

电炉厂员工张嵩渊工号 院 711585冤袁
不慎遗失低压电工作业证 袁证
号 院31011319851102391404遥 声明
作废遥

宝钢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

电炉厂

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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