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
第五巡视组近日进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5 月
11 日上午，省委第五巡视组专项巡视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工作动员
会召开。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左振国作
动员讲话，铜陵有色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杨军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省委第五巡视组副组长阮永兴、陈
方及巡视组全体成员，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副职以上管理成员
（含退二线人员）；2011年 1月 1日以后
退下来的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党
代会代表、职代会代表等参加会议。

左振国在讲话中指出，巡视是党章
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重要手段，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
度安排。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巡视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在今年 1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听取 2014 年中央第三轮专项巡视
情况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第一次鲜明、完整地阐述了中央巡视工
作方针，这就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围绕“四个着力”，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做到巡视全覆盖，
全国一盘棋。王岐山同志在 2014 年中
央第三轮专项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
指出，专项巡视要害在“专”，巡视要聚
焦问题、突出重点，不求面面俱到。根据
中央、省委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
部署，结合工作实际，此次专项巡视主
要任务是监督检查 2011 年以来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党风
廉政建设和落实“两个责任”、执行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方面的情况。重点

是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廉洁从业情况
和在“四资一项目”（资金管理、资产
处置、资源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
目）、“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
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
金运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
时，对反映领导班子成员在其他方面

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下一级单位
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岗位的领
导干部的重要问题线索，巡视组也要了
解掌握。

杨军代表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党委
表示，认真落实省委关于做好专项巡视
工作的各项要求，全力配合省委第五巡

视组开展工作，把接受专项巡视作为一
次锤炼党性修养和审查自身能力水平
的重要机会，做到思想同步、行动一致，
以巡视工作的顺利开展，助推企业实现
新发展、新跨越。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委
关于巡视工作的要求和省委第五巡视
组的要求，坚持对组织负责、对事业负

责、对自己负责，讲政治、讲党性、讲大
局，切实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和
责任感，全力配合巡视组开展好工作。我
们将实事求是地向巡视组反映情况，客
观公正地提出问题和看法，对巡视组需
要了解的问题如实汇报，不隐瞒、不遮
掩、不回避，让巡视组准确掌握集团公司
实际情况。我们将以此次专项巡视为契
机，诚恳接受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认真剖析原因，制定具体措施，加快整改
落实，以实实在在的真招，解决制约企业
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将及时把整改落
实情况向省委第五巡视组、广大职工群
众和社会媒体公布，做到公开透明，确保
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省委专项巡视组将在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工作五周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0562－2668631，手机：18005519805（只
接收短信）；专门邮政信箱：铜陵市邮政
1505信箱（邮政编码：244000）；专门电子
邮箱：swdwxsz@163.com；来访接待窗
口：铜陵鑫铜监理公司 101 室（五松山宾
馆院内）。并在机关办公主楼一楼公告
栏、有色集团信访办一楼临有色职工住宅
小区门口、五松山宾馆院内鑫铜监理公司
一楼（巡视接待室门口）各设置一个巡视
意见箱。根据省委要求和巡视工作职责，
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铜陵有色集团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单位部门主
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
了解掌握领导干部遵守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和在“四资一项目”、“三重一大”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
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集团公司和
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本报记者 王松林 /文 王红平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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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安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正式启动了“青年网络文明志
愿行动”。通过结合推动在校团员成
为注册志愿者，在该学院全院范围内
广泛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
深入推进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启动仪式上，网络志愿者代表宣
读了网络文明倡议书，发放了印有该
学院团委官方微信、微博的主题张贴
画，并成立了院、系、班级三级组织的
“网络文明志愿行动小组”。与会的大
学生网络文明志愿者就构建健康文明
的网络环境、如何避免陷入网络负面
炒作等话题进行了互动交流。在启动
仪式上，学生代表纷纷走向宣传板，郑
重地按上红手印，代表对践行网络文
明行动的承诺。

据悉，该学院“清朗网络·青年力
量”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是落实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
室、共青团中央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
动专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具体举
措。本年度，该学院团委将持续开展系
列活动，以高标准完成青年网络文明
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使之覆盖全学
院每一个团总支、每一个班级团支部，
组织动员和号召广大团员青年把先进
性和担当精神延伸到网络空间，自觉
投身到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中来，
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主动
弘扬网上主旋律，传播青春正能
量。 傅大伟 徐婧婧

安工学院启动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五一”劳动节这天，沉寂了三个
月的仙人桥矿业公司选矿车间机器轰
鸣，马达旋转，车间处处洋溢一片喜庆
气氛。在一台台新安装的浮选机前，放
弃休息的员工精心操作，认真调试。

从冰天雪地的腊月寒冬忙碌开
始，到放弃年夜饭的连班加点；从雨雪
霏霏的 2 月，到春暖花开的“五一”，
三个月来，该公司员工为了这一重点
技改工程所付出的心血，外人难以体
会。

该公司原选矿系统通过三年多来
的生产运行，存在着原矿性质复杂，流
程不匹配缺陷，导致铜、硫、锌三种产
品指标较差。原先购置的浮选机系非

标制作，对选矿生产影响较大，且日常维
修成本高；场地限制一段粗磨作业球磨
机设计选型偏小，选矿实际处理能力达
不到设计指标。

在多方筹划下，经集团公司和股份
公司同意，该公司选矿浮选技改工程于
2014 年底立项，建设投资控制在 920
万元之内，项目建设工期为三个月。

针对选矿系统存在的问题，此次该公
司技术改造采用“优先选铜+锌、硫混浮
再分离”方案，对现场浮选系统以及与之
配套的药剂制备系统进行优化改造，以消
除或减轻浮选设备对工艺指标的影响。

针对时间紧、任务重，该公司合理组
织，精心安排。在项目立项初期，为节约

开支，降低成本，该公司一边组织生产，
一边进行技改方案的设计和设备选型工
作。2月 10日，选矿停车，浮选技改拆除
工程正式开始。选矿车间在拆除工作进
行的同时，按照集团公司要求，肩负着同
步检修任务。该车间不负重托，原计划 3
天时间完成对 35 台浮选机、管道、电
缆、4 台搅拌桶、8 台渣浆泵等拆除工程
及场地清理工作，提前一天完成对浮选
技改主体工程的拆除工作，为设备检修
任务争取了时间。

为保障技改顺利进行，该公司选矿
和运行车间通力合作，从大年三十当日
开始，放弃春节长假休息，顺利完成了
MQG2745 球磨机传动齿基座加固、螺

旋分级机的维修工作。
经过对设备厂家的考察比对，2 月

28 日上午，该公司的第一批 6 台浮选机
及搅拌桶按照合同约定提前一天到货。
3 月 9 日顺利地完成新增 12 米浓密机
安装任务。

为确保一次性试车成功，该公司专
门召开选矿技改试车方案审查会，对方
案进行了认真和充分地讨论，确定了试
车方案。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施工，该公
司选矿系统浮选技改工程在顺利完成单
体和带水试车后，于 4 月 10 日上午进
行重负荷试车，并取得一次性试车成功。

从 2 月 10 日停车，选矿开始技改
到 4 月 11 日试车成功，原先预计工期
为三个月的技改时间，实际提前 32天全
面完成。技改高效率，受到集团公司肯
定。在这次技改工作中，该公司在安排技
改任务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安全，安
装期间无一例破皮伤事故发生。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与时间赛跑
———集团公司重点工程仙人桥矿业公司选矿技改侧记

第一次与《铜陵有色报》相识，是
2004 年。那年我还是一个刚走出校
园、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被铜陵有色
建安钢构公司录用，成为一名“文职
人员”，“写”成为我的全部工作。

2004 年 3月，上班没几天的我，
就接收了一次“大考”，经理要求在一
个月之内写一篇关于员工吃苦耐劳、
勇于奉献、展示风采的宣传报道，向
《铜陵有色报》投稿发表。2004 年是
有色钢构公司创业的第一年，作为新
兴企业，打开厂门，让人知晓，对外宣
传是最好的途径。接下“考题”，我是
踌躇满怀，才来没几天，什么都不熟
悉，哪能写出大的文章呀？上班我就发
愣，两眼盯着天花板，冥思苦想，接连
好几天一个大字都没写出。那段日子，
我不想上班，害怕到办公桌，吃不下
饭，睡不着觉。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交
稿的时间越来越近，可我肚子里还是
一点“货”都没有，我试着查专业书，
书上只有条条框框；拜读《铜陵有色
报》上的作品，我哪有他们的水平呀！

闷在办公室总不是个事，出去透
透气。于是我戴上安全帽，走出办公
室，第一次走进生产车间。车间内机器
轰鸣，到处是焊花飞溅，各工序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面对偌大而有陌生的
厂房，我感到一丝害怕，就在这时一位
师傅在我面前摘下面具，本以为是个
男同志，原来是一位大姐。当时她手拿
着一个能喷火的工具（后来才知道是
焊枪）向我微笑招呼。我走到她身边，
她便与我攀谈起来，她问我的毕业学
校、在哪个部门、干什么事。一天、两
天，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去车间与

她们交谈，我们成了无话不说、无事不聊
的话友。在交谈中，我知道她们是电焊班
的女工们，她们不仅有女人的柔美情怀，
还有着与男同志一样的万丈豪情，干起
活来雷厉风行，心中油然产生敬佩之情。
我似乎有了点灵感，思路开始在跳动着，
我迅速来到办公桌前，拿起笔便开始写
“有色建安钢结构厂……韩娟凤……王
春霞……邵秋爱……”一个个女焊工们
干事的画面在脑海中呈现，我一口气写
完了初稿，紧接着第二稿、第三稿，我不
断地充实着内容，尽量让稿子充实起来。

交稿的时间到了。我很自信地向经
理交了稿子，经理看完后一丝笑意在他
那严肃的脸上显现。他没有做过多地点
评，只对我说：“小谢，录用你，主要是我
看到你的写作成绩 90 分，而我本人上
学时语文没学好，我需要一名写作功底
强的下属，我相信我没有选错人。”稿子
很顺利地投向了《铜陵有色报》。可我的
心又开始不安了，我写出的稿子在《铜
陵有色报》社能刊登吗？

2004 年 3 月 25 日，我的第一篇稿
子《为新兴企业建设勤勉工作的人———
记有色建安钢构厂焊工班的女工们》，
终于在《铜陵有色报》第二版大篇幅刊
登了，足足有 1000 多字。我第一次收到
了《铜陵有色报》社特别邮寄的报纸，这
份报纸我至今珍藏。遇到写作困难时，我
就会读读它，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信心、
一种希望。整整 10 多年了，我在《铜陵
有色报》上发表了近百篇的文章，也获
得过奖。作为最基层的通讯员，《铜陵有
色报》伴随我成长、成熟，已成为我生命
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谢玉玲

第一次投稿

铜 冠铜材
公司铜杆产品日
前正在装车发
货。今年以来，铜
冠铜材公司在持
续提升产量，实
现达产达标的同
时，进一步开拓
市场。通过不断
完善营销模式和
产品的定价模
型，积极做好长
单的谈判工作多
拿订单，做到了
产销平衡。

王红平 摄

5 月 6 日，工程技术人员在铜陵有色热电项目控制室里监控生产流程。据了解，铜陵市作为国家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双
示范”城市，铜陵有色热电项目是推进“双示范”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该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采用 2 台 25 兆瓦高温高压背
压机组，集中对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企业供热、供电，淘汰园区 18 台小锅炉。项目达产达标后，年可节约标煤 65700 吨，减少
烟尘排放量 141.4 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434.1 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106 吨。

过仕宁 摄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安排，省委第五巡视组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11 日对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进行专项巡视。主要任务是，聚焦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力
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巡视期间设
专门值班电话：0562－2668631，手
机：18005519805 （只接收短信）；
专门邮政信箱：铜陵市邮政 1505
信箱（邮政编码：244000）；专门电
子邮箱：swdwxsz@163.com；来访
接待窗口：铜陵鑫铜监理公司
101 室（五松山宾馆院内）。根据
巡视工作职责，省委巡视组主要
受理反映铜陵有色集团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和下一级单位部门主要
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重点是了解掌握领导干部遵守廉
洁从业若干规定和在“四资一项
目”（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
配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
“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人
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
资金运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

特此公告

省委第五巡视组
2015 年 5月 11日

巡视公告

图为动员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