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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服务于铜陵有色集团公
司冶炼企业污酸污水中砷及重金属无
害化处理的企业，截止到今年 6 月
份，铜冠神虹化工公司外拓市场份额
已经占到销售总量的 51%以上。一个
“不愁嫁”的企业产品，缘何没有“躺
在温床上”，反而自我加压并且能在
激烈市场竞争中成功打出一大片外部
江山？除了产品质量的优质之外，还有
多少人为的勤奋因素在其中？

“大”不怕、“小”不欺，对待销售
工作，把做事当做人，这是铜冠神虹化

工公司飞速发展的“法宝”之一。两年
前，省内一家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大型上
市公司与铜冠神虹化工公司刚刚接触，
对方企业每次少量购买铜冠神虹产品。
无论量的多少，每一次送货上门，作为公
司副经理的王仲兵尽可能随货车上门。
每一次送货，铜冠神虹公司的化验员都
会带上试剂，与对方公司化验人员一道
化验各个指标。当场试验的数据，每一次
让对方心服口服不禁赞叹。由于农业产
品品质要求高，为方便对方企业，铜冠神
虹化工公司提供了专门的储罐为他们运
输上门。从 2013 年试探性采购，到如今
的大规模批量采购，这一上市公司完全
信赖于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产品及其附属
的各项服务。

也是在两年前，当得知池州市某一
冶炼企业开始科研立项后，铜冠神虹化

工公司就派出精干力量一趟一趟跑上
门，主动介绍产品。然而该公司对这一冶
炼企业里的先进产品没有丝毫认识，闻
所未闻。不厌其烦地上门推介，当项目建
成投产时，该企业开始尝试性使用。考虑
对方是新建企业，铜冠神虹化工公司销
售人员和技术人员售后一次次上门，主
动教授对方员工如何使用更加科学，如
何按生产实际供应。

“半夜一两点钟，对方（池州）随时
给你电话求教。你就得详细再次复述溶
液调配的比例、流量、控制等因素。”王
仲兵介绍，考虑对方新建企业的技术力
量，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从经理到技术人
员一段时间里，连对方企业使用的泵型、
管线的优化程度、地下槽如何改造更好
等细节都替对方考虑到，并一一提出许
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我们也是企业，但从未见过服务
贴心到这种程度的供应商。”池州这个
冶炼公司生产稳定后大赞铜冠神虹化工
公司的各项“软实力”。

大企业稳住了，小企业也不松手。
在芜湖南陵县，有一家私营小企业两
年前就购买神虹化工公司产品。一开
始的用量，每个月也不过几百公斤。而
送货的程序、服务的细节同样一应俱
全，同样尽心到位。神虹化工公司并在
该企业发展帮助提出不少合理化建
议。如今，该企业每月需求量已达 10
吨左右。该企业负责人说起神虹化工
公司赞不绝口：“一个几万吨销售规模
的化工大企业，能为我们这样一个月
几百公斤需求的企业如此服务，难怪
别人能做得好……”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陆文武

用“心”开拓市场
———记铜冠神虹化工公司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我与《铜陵有色报》结缘纯属偶
然，从喜欢看新闻到写新闻也归于
《铜陵有色报》。

在没有接触《铜陵有色报》之前
我很少去读报，更别说去写些什么。闲
时我就知道玩玩手机、QQ、微信，看
看韩剧、热播电影之类，无所事事，人
感到很空虚。现在每天上班富余时间
里，头件事就是捧来《铜陵有色报》细
细浏览，关注企业动态、员工先进典
型、综合新闻和百姓生活版块。以前从
不拿笔写些什么，现在倒也喜欢写写
心灵感触、工作中的感悟。也许是年龄
或生活的阅历，让我懂得了生活中还
是有好多东西值得用笔记录下来，书
写出心里想说出的一些记忆碎片，何
尝不是一种释放。

分享人生、分享快乐、弘扬正能
量，激励员工为企荣我荣的责任感精
神是《铜陵有色报》最大的特色。我与
《铜陵有色报》结缘虽说时间不长，但
从中得到了许多领悟。记得是 2013
年 3月份，我在铜山矿业公司保卫部
消防队兼任消防车司机，一次偶然的
消防事件结束后，时任保卫部党支部
书记的崔长胜找到我说：“这次防火
你亲身参与了，把你看到的经过写篇
新闻稿发到矿内电视台做个新闻报
道。”当时我觉得不知从哪入手，凭着
年轻人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写写吧，
练练笔。”第二天晚上我写的口播新
闻在矿内电视台播放了，当看到我所
写的新闻时，“嘿，也挺好的嘛！”那个
兴奋劲甭提有多高兴了。从那以后我
与新闻结上了“缘”。真正让我认识并
走进《铜陵有色报》还是去年 11 月
份，《铜陵有色报》社组织基层通讯员
在池州铜箔厂举办的全公司通讯员培
训班。通过培训，我对怎样去写新闻、
怎么去采访新闻、如何抓住新闻
“眼”，对新闻有了更深的认识和诠
释。去年 12 月初，我结合消防管理、
防火防灾、设备保养和消防岗位的
重要性写了篇 《为矿山安全生产保
驾护航》发给了《铜陵有色报》社，
没想到报纸很快给我刊登发表了。
“这是我给报纸写稿的处女作啊！”
我逢人便说。那种喜悦、荣誉感只有
自己知道。

《铜陵有色报》已经整整走过 60
个春秋，在这 60 个风风雨雨的岁月
里，她见证了铜陵有色公司的改革创
新、创业发展、做大做强的辉煌历史。
这 60 年来，《铜陵有色报》不断创新
超越。已成为有色员工了解公司发展
的“明信片”。一路走来，一路同行，正
是有了像我们这些爱好 《铜陵有色
报》的笔耕者才会不断向上生长。《铜
陵有色报》不仅给了我知识，也给我
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程中喜

与《铜陵有色报》结缘
6 月 30

日上午，铜
官山区朝阳
社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
党 94 周 年
“唱响中国
梦，颂歌献
给党”文艺
演出活动在
市杨家山小
学举行。市
委、区委领
导及居民近
400 余人观
看了精彩的
文艺表演。
图为民乐舞
蹈《梅花三
弄》。
谢成龙 摄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4 周年
之际，铜冠电工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干
部前往铜陵学院参观沈浩同志先进事
迹陈列馆。通过这次主题参观学习活
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爱岗
敬业，争做沈浩式的好干部。图为在沈
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室前，举行新党
员入党宣誓仪式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
言活动。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有色置业公
司根据市场变化、环境影响和行业发
展，调结构强管理，通过管理的持续创
新保项目促发展。

有效固化组织绩效职责，创新
经济考核模式，工作任务实行量化
考核，定性指标综合评议，优化层
级关键指标，强化考评兑现力度。
该公司巩固卓越绩效工作成果，用
过程管理和分析改进，促进关键指
标改善。融合提高专项管理，重点
开展 5S 管理晋级、标准化升级、对
标管理登阶、ERP 系统模块运行、
KPI 延伸细化和“三标一体”持续
改进等项工作。在集团公司对标考
评中，该公司综合得分名列中上排
名，一项技术标准通过地方标准认
证，“三标一体” 连续两年通过再
审核，卓越绩效获得综合片第三
名。

在做好接管原金口岭资产移交同

时，该公司对生活区保洁保安和房屋
维修加强了物业服务，对商业网点进
行全面清理和水电管理，对办公区域
加强了安全排查和绿化管护，对拟开
发地块进行整体规划，确保资产保值
增值。为稳妥做好友好和天桥新村棚
户区改造产权房的核实认定，该公司
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订
工作计划，严格工作流程，落实专人逐
门逐户现场核对，确保集团公司机关
产权房处置顺利实施。

围绕财务管理、安全生产、提升管
理水平等课题，开展管理成果、技术攻
关、QC小组活动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上半年，该公司上报集团公司企业管
理论文 6 篇，管理创新成果 1 篇，注
册成立 10 个 QC 小组，报送集团公
司 4 个 QC 课题。《有色人才公寓 6
号、8 号楼基础修改》和《有色世纪新
城一区室外工程》荣获集团公司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成果项目二、三等

奖。
完善建筑工程、大宗材料、设备招标

采购和办公用品统购制度。1至 5 月份，
该公司完成招标采购 2 次，采购金额约
600 万元，实际采购价比中标价降低约
30万元。老区一组团 A、B楼、世纪新城
一期二区桩基、迎江花园售楼部决算初
审，节约造价约 350 万元；迎江花园、老
区 A、B 楼的供电决算初审，节省造价
312万元，有效降低工程建造成本。

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针对季
节变化和施工特点，该公司重点开展了
防洪防汛应急预案、安全文明施工、地质
灾害安全防护、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疏散、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以及特种设备、电气
设施、高空作业等专项安全管理，并加大
月度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强化隐患排查、
整改和销案，截止到目前，该公司千人死
亡率和重伤率为零，无重大工程质量返
工事故，业主投诉处理率 100%。

王松林 叶安合

有色置业公司管理创新持续推进
巩固卓越绩效成果 促进关键指标改善

转眼已是 7 月。一年已经走过一
半，还有一半正在脚下。踩在一年的
中点，难免会回头望，前一半走得如
何？也需向前看，后一半怎么走得更
好？

思量中，我们始终坚信，信心是
前行的源动力。今年来，国际国内经
济增速双双下滑，有色金属行业遇
挫，一道道发展难题摆在铜陵有色面
前。然而，因为信心在，铜陵有色依然
甩开膀子，鼓足干劲，奋力拼搏。集团
公司两级班子把握大势，引导全体员
工，主动认识、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因为信心在，全体成员直面
困难不退缩，遇到挑战不回避，始终
把稳定增长、控亏增盈放在当前工作
的优先位置，千方百计抓生产，想方
设法稳经营。一季度，集团公司实现
销售收入 323 亿元，同比增长 15.9%，
生 产 电 解 铜 33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6.1%。

我们始终坚信，再难的问题也有
更好的办法。正如人生从来没有真正
的绝境。只要信心在，再难的问题也
有解决、应对的办法。面对困难，我们
更要抢机遇，要能够在危中见机，见
机后行事。这样的行事就是善于出实
招。剔除等、靠、要思想，主动作为，善
出实招，方能做到发展不减势、亏损
有减少、利润再增加。1 至 5 月，金冠

铜业分公司电铜、硫酸、阳极泥同比分
别增长 15.38%、29.12%、11.95%。同时，
阴极铜综合能耗、铜系统综合成本同比
分别下降 20.73%、12.37%。这份成绩正
是他们在推进对标管理实招中赢得的
成效。

我们始终坚信，企业与员工就是鱼
和水的关系。企业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努
力拼搏。金威铜业公司成功对无氧铜炉
组熔化炉加料口改造，熔铸生产能力由
此提升了 14.28%，每年增加边际利润
669 万余元。铜冠电工公司张治国在销
售行业十五年的摸爬滚打。“既然踏入
了这个行业，就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
凭着这份执着与激情，他的销售业绩逐
年攀升，成为铜冠电工公司当仁不让的
“销售明星”。冬瓜山铜矿技术部采矿
高级工程师惠林 “勤于学习，用心做
事”，将地质专业延伸到采矿、机械、选
矿各领域，为矿山建设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在铜陵有色这个大舞台上，广大
员工躬耕耘，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出
力流汗。企业搭舞台，为员工提供施展
才华的广阔空间。员工汇集起铜陵有色
发展的力量，铜陵有色赋予员工安居乐
业的天地。

“融合创新促转型，全员绩效强管
理；铜过百三超三十，收入千五利过
三。”年初定下的目标仍在耳畔。各单位
据此分解的目标也历历在目。在这一年
的中点，每一家企业、单位，每一位员工
需要胸怀全局，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和紧迫感，在总结中进一步找准方
向，找好办法，在走向年终的同时，向着
年度目标奔去。

心怀使命 奔向目标
□朱 莉

本报讯 当前，在铜冠冶化分公
司造球工、配电工、化验工、制酸工、天
车工五个岗位职工中，讨论最多的便
是 7 月即将开始的技术比武活动。在
完成日常生产任务的同时，他们也在
接受着技术培训，为技术比武蓄力。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立足岗
位、苦练内功、追求卓越的工作积极
性、主动性，激发职工学技术、钻业务、
练本领、强素质的自觉性，结合公司实
际，我们组织了 5 项职工技术比武活
动。”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依据
理论与操作相结合考核的原则，该公
司技术比武将对理论和实际操作分别
进行比试，按照理论考试闭卷进行占
成绩 30%，实际操作成绩占 70%的比
例综合进行评比。

有别于以往采取自愿参与的原
则，该公司此次的技术比武要求所开
展的五个工种岗位的所有从业人员

必须全员参加，对无不正当理由不参
加技术比武的，还将纳入到该公司年
终党建“六大工程”考核。对于各项比
武，该公司规定凡参加低于或等于本
人职称(层级)的,考试成绩不及格的，
必须参加补考；补考成绩仍不及格的
待岗学习三个月；待岗学习期间只发
放本人工资的 70%。“我们这次的比
武要求岗位全员参与，一是要借着比
武的有利契机真正考核一下职工的技
能水平，二来为技能精湛的员工提供
施展才华的舞台。”该公司负责人解
释说。

据悉，在严格考核的同时，该公司也
将对技术比武中获得前三名的岗位职工
给予适当奖励。同时，对在技术比武中获
得名次的职工，按照相关规定，符合“首
席制”申报条件的，经审定予以确认，并
进行表彰奖励。

傅大伟 朱长华

技术比武重技能严考核

铜冠冶化分公司

欢聚一堂忆往昔，清茶一杯话发展。6 月 30 日下午，《铜陵有色报》创刊 60
周年座谈会在新闻中心会议室举行。集团公司组宣部副部长、新闻中心主任王新
疆到会对《铜陵有色报》创刊 60 周年表示祝贺与慰问，并对进一步办好报纸提出
了要求。报社退休老同志、基层单位宣传负责人和通讯员与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一
道，回顾了《铜陵有色报》创刊历史、办报改革创新发展历程，围绕如何依靠群众
办好办活报纸，不断提高办报水平和保质质量，进行了热切座谈交流，并提出了一
些积极有益的建议。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铜陵有色报》社召开创刊 60周年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