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前 10 个月，湖北新兴全力
机械有限公司生产汽车铸件 55554
吨，销售 54915 吨，还有 20000 多吨订
单在紧锣密鼓赶制。

去年 7 月，大型央企新兴铸管股
份有限公司竞买原湖北全力机械集
团公司破产拍卖资产，成立湖北新兴
全力机械有限公司。短短一年时间，
工人还是原来的 892 名工人，设备还
是原来的设备，产品依旧是汽车铸
件，新兴全力公司何以让破产企业起
死回生？

近日，笔者来到湖北新兴全力机
械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精打细算 助力降本增收

新兴向荣，全力以赴。走进办公
大楼，LED 屏上“在学习中成长、在创
新中发展”十二个红色大字分外醒
目。

开源节流从点滴做起。铸造一车
间静压生产线故障不断，公司组建大
修组，以恢复设备功能为切入点，提
高设备精度，稳定产品工艺，造型机
时产量由 45 箱/小时提高到 60 箱/小
时，效率提高 33.3%。

精打细算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该

公司在优化大宗原材料采购的同时，
降低输入成本力度，通过引入周围大
的供应商，与当地的供应商抢第一手
资源，公司废钢采购价与本市其他同
行比较，具有 50—80元/吨的优势。

“我们充分利用专业平台，研判
市场行情走势，把握采购节点，复工
复产以来 ，共节约采购资金 708 万
元。”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姜茂军说，
公司把每一笔钱用在紧要处、刀刃
上，花出最大的效果，物流费用吨运
费平均下调 10%以上。

工资晒太阳 心里亮堂堂

红彤彤的铁水如岩浆般从炉底
缓缓流出，映红了铸造一车间叉车司
机刘志超的脸。他开着叉车穿梭在熔
炉与流水线之间。

在铸造一车间展板上贴着几张
A4 纸，上面分门别类地画着各种表
格，细细一看，上月工人工资表，有
5000 多 元 、6000 多 元 ，还 有 7000 多
元、8000多元……

“这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笔者
质疑道。

“没错，这张表是铸造一车间 9
月份员工工资，你看这张表是本周员

工每天工分、工资情况。”该公司机关
党支部纪检委员杨超说，公司采取计
件分配工资模式，破解了干多干少一
个样、临时性公分不公平现象等计件
制监管可能存在的难题，对各车间实
行“日工分、日工资”上墙管理，规避
了工资分配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实现工
资分配阳光透明，大家心里就装了一本

“明白账”，干出的也都是“放心活”。
“我昨天的工资是 180 元钱。”在

铸造一车间干了 12 年叉车工的刘志
超有感而发，公司现在每月 15 日雷
打不动发工资，每个月挣多少一清二
楚。公司没有收购前，旺季时一个月
能挣 3000 多块钱，如今，公司不存在
淡季，他每个月能挣 5000 多块钱，也
不担心没有活做，大家每天干劲满
满。

单线贯通多线 并行提产能

银色的制动鼓在生产线上一字
排开。走进加工二车间，机声隆隆，工
人们一丝不苟地注视着数控车床。

“公司未被收购前，产品单一，车
床集中摆放在滚道两边。”公司生产
管理部部长黄正才介绍，收购后，随
着品种增多，产品依然在这条滚道上

运行，工序流转受阻。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他们根据制动鼓工序贯通要求，

分组编制设备，将原来的一组分成六
组，重新布置流水线，实现既能单一
品种加工，又能多线生产的柔性加工
线。

“既节省了人力，又降低了工人
劳动强度，生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提
高 20%。”黄正才说，公司还大力实施
智能化改造，推动生产设备、工艺技
术全方位优化升级。2020年该公司投
资 4000万元，完成感应炉及加工生产
线建设，新增加工中心 26 台（套），新
增制芯造型设备 4 套，完善现有生产
工序，推动公司向智能化、专业化、高
端化迈进。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的生产
效率、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开发效率
大大提升，更有利于公司走精益化生
产管理，圆满实现 2020 年产销 8 万吨
的既定目标！”湖北新兴全力公司党
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峰说，“湖北新兴
全力会进一步增强创新技改能力、市
场应变能力，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持续做大做强，为随州汽车零部
件产业发展、建设品质随州贡献‘新
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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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提醒：慎终如始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倡导健康卫生生活，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个人社交距离。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答好答好三三个问题个问题 推进推进七七项重点工作项重点工作

热烈祝贺

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荣获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荣获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湖北中兴食品有限公司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11月 27日至 28日，市
委书记钱远坤、市长克克一行赴京，拜访国家能源集团
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祥喜，中国恒天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海涛，新兴际华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贾世瑞，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友好合作关系进行深入交
谈。

在与王祥喜会晤中，钱远坤、克克感谢国家能源集
团长期以来对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将
全力支持、积极推进电厂项目中进场道路和铁路专用
线建设等工作，希望国家能源集团进一步加强在随布
局，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领域加强合作。

在与刘海涛会晤中，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发展情
况，并就在随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推进情况进行沟通
交流。钱远坤、克克表示，希望恒天集团继续加大在随
投资力度，以增量激发存量，支持随州“中国专用汽车
之都”建设。随州将继续积极在企业招商引资、嫁接重
组、增资融资等方面予以支持。

在与贾世瑞会晤中，新兴际华集团相关领导介绍
了企业发展情况，双方就收购重组优质民营企业、特种
改装车生产及工程机械设备项目等方面交换了意见，
并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下一步，双方将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明确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谋划筹办中国

（湖北）国际应急装备发展创新论坛、推进应急装备实
景检测及专用车试验场建设工程等，推动随州国家应
急产业示范基地建设。

王祥喜、刘海涛、贾世瑞感谢随州市委、市政府对
相关工程项目的大力支持，希望以项目建设为纽带，在
能源和汽车等领域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助力随州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卫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林常伦，随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周亚林，市发改委、曾
都区政府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科学谋划“十四五”打造特色增长极

破茧成蝶展翅飞
——湖北新兴全力机械有限公司探访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余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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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市水利和湖泊局联合市教
育局等单位，在曾都区铁树学校开展节
水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引导广大师生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养成文明用
水、节约用水的良好意识和习惯。

深入基层开展节水宣传、下沉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科学谋划建设亮点工程
……市水利和湖泊局坚持党建引领，把
文明创建融入水利和湖泊事业发展全
过程中，通过创建凝聚干事创业精神动
力，努力实现行业健康发展和系统作风
形象持续好转。

抓载体 丰富创建内涵

水利事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市水利和湖泊局以创建学习型
机关为载体，科学制定年度理论学习计

划，结合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等，开展政
策方针、会议精神、法律法规和业务知
识学习。组织开展《民法典》专题学习、
基层党组织提升培训、防汛抢险及安全
生产演练等活动，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
的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

广泛开展各类活动，丰富文明内
涵。组建了市水利和湖泊局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文明交通劝导、政策宣传、扶贫攻坚、义
务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

该局驻点帮扶随县太白顶景区宗
湾村，局系统党员干部和 17户贫困户开
展“一对一”帮扶，帮助兴产业、谋致富，
在结对共建中显真情。近两年来，该局
系统党员干部多次到结对帮扶户家中
走访慰问。贫困户王传礼自主创业养母
猪资金缺乏，相关局属单位了解情况后

捐款 2300元助其购买母猪一头；贫困户
王文志家房屋破旧急需维修，局属单位
为其送去 1200元资金……

加大硬件投入，优化工作环境。该
局设置文体活动室，配备体育器械，培
养干部职工良好兴趣爱好。出台了《机
关工作人员文明行为规范》，在办公区
域张贴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标语（牌），在
办公室、会议室等设置禁烟温馨提示，
购置分类垃圾桶，张贴文明餐桌、文明
交通宣传画等，倡导节约粮食、使用公
筷等，浓厚文明创建氛围。

11月中旬，该局还组织干部职工到
随县唐县镇华宝山秋游，组织人员报名
参加市直机关运动会项目，在丰富职工
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了机关凝聚力和
向心力。 （下转第二版）

凝聚奋进精神力量
——市水利和湖泊局文明创建工作探访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占赛

初冬时节，随城处处美

如画，让市民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尽情享受城市建设的丰

硕成果。图为层林尽染、五

彩斑斓的一湖两岸风景。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

文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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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
通讯员李佳）11月 19日至 21日，随县
举办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
班，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交流研
讨等形式，系统深入地学习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精神，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热潮。

学习班上，该县县委主要负责人
要求，举办专题学习班只是拉开了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
序幕，下一步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
积极谋划，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动
全会精神在随县落地生根，并切实做
好转化和运用的文章，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能力、收官冲刺
的不竭动力、开局破题的强大定力。

该县提出，做到边学习边思考，
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
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
践。主动对标对表，继续保持干事激
情，奋力实现“十三五”完美收官、
推动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全面学习
领会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
要 求 、 新 部 署 ， 以 编 制 好 “ 十 四
五”规划为载体，抓谋划、抓策划、
抓规划，实现项目化、清单化、责任
化，科学谋划随县“十四五”发展蓝
图，科学明确发展思路、目标和举措，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同心协力
办好合作的事情，切实体现随县担
当、贡献随县力量，推动全会精神在
随县开花结果。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刚、通

讯员温文雅、卢莉）近日，湖北应达顺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广水市兴华采
石厂的负责人一起，为广水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赠送锦旗，以感谢中心为
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据了解，10月 23日，湖北应达顺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某来到法
援中心寻求帮助，称其合作企业广水
市某采石厂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造
成了公司财产损失。广水市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栋梁了解情
况后，现场调解纠纷，最终事情圆满
解决，受到矛盾双方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广水市精准用力、持
续发力，全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该
市统筹司法行政服务力量，依托工业
园区司法所、法律服务站、律师调解
室，设立工业园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积极参与企业劳资纠纷、合同纠
纷等矛盾排查化解，做好农民工、外
来务工人员等群体法律援助工作，依

法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组织律
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等法律
服务力量深入园区，提供“贴身式”

“保姆式”服务。
据悉，该市建立了 401 个村（居）

调委会，18 个镇（办）调委会，6 个专
业调委会，统筹整合律师、公证、人民
调解、村（居）法律顾问等资源力量，
全面排查社会矛盾纠纷，做好矛盾纠
纷的源头防控、多元化解工作。加强
普法“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建设，先
后打造了“扫码学税法”“广检在线”

“广水法院”“云上广水”等普法微信
公众号，大力推进网上普法。还依托
映山红歌舞团、老年合唱团等本土民
间文艺团体，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
化宣传普及活动，寓法于乐。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市共接待
法律咨询 210 人次，受理指派法律援
助刑事及民事案件 151 件；各级人民
调解组织共化解矛盾纠纷 1695 件，
调解成功 1683件，成功率达 99%。

随县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班

广水优化营商环境
彰显司法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