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威自 2011 年 3 月应聘
至仙人桥矿业公司，担任选矿
车间碎矿工段工段长以来，团
结带领碎矿工段员工认真学
习，刻苦钻研，各项工作取得
优异成绩。2013、2014 年，碎矿
工段连续被仙人桥矿业公司
授予“先进班组”荣誉称号。

碎矿设备台效一段时间
里未能达到最大、最优，他认
真分析各级破碎设备的处理
能力，寻找破碎与筛分的平衡
点。经过反复试验对比，逐步
形成一套提高设备台效、降低
碎矿粒度的有效办法。自 2013
年以来，平均碎矿粒度 10 毫
米以下达到 90%以上，该项指
标已达国内领先水平。同时碎
矿每天开车时间由原先 10 个
小时降低到 8 个小时，每年节
约电费近 20 万元。

他高度重视班组建设工
作，制定了碎矿工段岗位确认
制度、工器具管理制度等；注
重与班组员工的沟通与交流，
及时解决班组员工的后顾之
忧，目前工段形成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氛围。

———仙人桥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碎矿工段段长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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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9 日，《财富》中文
版发布今年中国 500 强排行榜，共有
11 家皖企成功跻身榜单。铜陵有色、
江汽、皖能股份、合肥百大、铜陵精达、
海螺水泥、皖江物流、马钢和安徽水利
等悉数上榜。铜陵有色股份公司以
888.185 亿元的营业收入高居榜单第
64 位，较去年同期上升 5 位，继续领
跑皖企。

今年是《财富》中文版推出中
国 500 强的第 6 年，榜上 500 家公
司的总收入达到了 30.4 万亿元，较
去年增长 5%，已经将近中国 GDP
的一半；上榜的企业年收入门槛也
升至 84 亿元。所有上榜企业的利润
总额达到 2.7 万亿元，较去年增长
6%。

跟去年相比，今年榜上前三名

的位次保持不变，中石化以 2.8 万亿
元的收入成功卫冕榜首，中石油、中
国建筑分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工商
银行排名上升一位至第四，中国移
动排名下降一位至第五。其中，中国
工商银行以 2758 亿元的利润，成为
榜单上最赚钱的公司，甚至超过了
美国 500 强中最赚钱的苹果公司，
后者利润为 395.1 亿美元 （约合

2418 亿元人民币）。
据悉，中国 500 强排行榜覆盖范

围包括在中国境内外上市的所有中国
公司，所依据数据为上市公司在各证
券交易所正式披露信息，所采用财务
数据，以该公司公布的中国国内会计
准则核算之数据为首选，以国际会计
准则核算之数据为候选。

本报记者 傅大伟

铜陵有色股份公司名列《财富》中国 500 强第 64位
较去年同期上升 5 位 继续领跑皖企

本报讯 安庆铜矿针对今年长江
的洪汛险情，积极展开备战，加紧江边
转运码头的防洪防汛准备工作，确保
江边码头在洪汛期间持续保持安全生
产，在发生险情时不影响生产和保证
人员安全。

在汛期到来之前，该矿组织专业
电修和设备维修人员对码头的电路和
设备展开了全面检查，对检查出的隐
患及时予以排除，确保在洪汛到来时
线路畅通设备完好。作为卸载矿产品
通道的趸船和 1 号、2 号栈桥，受长江
丰水期和枯水期影响两条对接的栈桥
通常在 180 度上下波动，6 月下旬，该
矿抽出人力物力，及时对栈桥展开了
调整换档，使栈桥在高水位的情况下
保持了平衡稳定。

为了防止发生内涝，该矿将码头
所有水沟进行了疏通，并对沉淀池进
行了清理，做到水流集中一处进行外
排，增加了一台大功率应急水泵，使内
涝水流直接排放到长江中。

为防止暴雨和洪水侵袭造成矿产
品流失和污染，该矿对露天堆放的矿
产品集中到地势较高处，并实施围圈
打坝和覆盖处理，安排专人每天检查
坝体的溢水孔，确保畅通不积水。

自 7 月初开始，该矿对江堤展开
了全天候监控，要求监控人员随时上
报水位上涨情况并做好记录，同时掌
握气象变化，采取对应举措。杨勤华

积极备战长江防洪防汛
安庆铜矿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铜官别
院 1 号楼 403 室的业主面对自家困
扰他们的下水道往卫生间地面返水问
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来到有色置业公
司金安物业公司激动地说：“这才是
家的样子嘛，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为你
们的服务点赞！”

该户主所在的铜官别院 1 号楼
是商住楼，四层以下为网点房。该户业
主家居住在四层，家里下水支管道因
下水主管道污垢过厚流通不畅，形成
往卫生间地面返污水现象。在雨水多
发季节，就更容易滋生有害病菌，屋里
时常散发着异味，严重影响业主生活。
在物业解决之前，该户业主又私自打
开下水主管道检查口，导致污水全部
流淌至三层网点房内，造成网点房内
大面积被污染。

7 月 6 日，该公司物业接到反映
赶到现场查看，发现由于下水主管道
位于三层网点走道上方，下水主管道
约有二三十米长，容易形成污水杂质
沉淀，改造问题较为棘手。该公司金安
物业楼宇物业管理处经过认真查看，
制定了严密的施工方案。负责施工组
织的楼宇综合管理处主任谢传星，向
管道疏通人员详细讲解施工注意事
项，尽量减小对业主家庭生活的影响。

一切准备就绪，7 月 7 日中午，该
公司施工人员顾不上吃午饭，便开始
进行紧急疏通工作，用自来水带反复
冲洗管道，直到管道内排水通畅。保洁
人员吴方仓紧接着清理施工现场，确
保人走地净，地面清洁后再用 84 消
毒液进行全面消毒。随后，经过一昼夜
的放水测试，管道一切正常，问题顺利
得以解决。 陈 潇 赵家珑

为业主解忧获点赞
有色置业公司

本报讯 日前，在沈浩精神传承
基地，铜冠矿建公司党员们在沈浩同
志先进事迹图片前驻足观看，感受沈
浩同志亲民爱民、迎难而上、艰苦奋斗
的精神内涵。这是该公司为庆祝建党
94 周年，开展的“六个一”主题活动
中的一项内容。

作为一家矿建施工企业，“点
多、面广、战线长”，特殊的工作性质
对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该公司坚持创新，不够探索新思
路、新方法。今年以来，该公司扎实开
展了 “弘扬沈浩精神，建设模范支

部”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党支部书记
学习沈浩精神，撰写学习笔记；召开
专题政工例会，围绕“争做沈浩式好
党员好干部”进行学习交流；组织基
地片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代表参观铜
陵好人馆，感受“好人”传递的正能
量；参观铜陵博物馆，体会古铜都的
采冶铸历史和朴厚重的文化底蕴，在
党员干部中引起较好反响。

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该公司领导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掌握
“三严三实” 的深刻内涵，深入剖析
“不严不实”的危害，结合工作实际，

分赴省内各基层党支部上专题党课。
该公司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将基

层组织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相结合，
与项目工程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党员
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每季度下发学习
要点，指导基层党支部开展中心组学
习和职工学习。坚持季度政工例会制
度，探讨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如何将
党支部工作与生产经营有机结合，如
何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

陶 莉

铜冠矿建公司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亮点纷呈

“工作以来，第一次参加安全演
讲。对生命的敬重，对平安的颂礼，让
我对安全主题的演讲充满热情。我出
生的第 10天，父亲为了照顾我那个晚
上没有上班，然而就在那个夜晚，他所
在的班组里发生一起井下安全事故。
‘安全’，与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这是 7 月 10 日下午，铜冠电工
公司团委副书记岳莹对“安全”一词，
深情吟诵的心声。

“安全，是一朵幸福之花，唯有
用心血的浇灌，才能美如画······”7
号选手张宁用深情娓娓的语言，叙说
着“没有绝对不变的安全环境，只有
可靠扎实地安全行为与安全意识”的
严肃性。

偌大的铜冠电工公司会议室里，
从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到基层班组
操作机上的普通员工，在 75 分钟中，
静静地一遍一遍聆听 15 位员工安全
演讲，用身边血的事例讴歌 “平安
颂”。这场名为“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的演讲比赛，让所有新老员工再一次
从繁忙的工作中感受“生命”的宝贵
价值以及安全对于企业的深远意义。

15 名员工，每人 5 分钟的时间，
从交通安全，到火灾隐患；从身边新近
发生的安全事故，到耳熟能详的安全
报道，反复吟诵的不仅仅是对企业安
全的呼唤，更是“莫道生命千金，忽视
安全则轻如鸿毛”的警钟。

朱学武，在铜冠电工公司参加工
作已经 30年。作为当日在场的 15 名
选手中年纪最大的演讲者，从基层岗
位一步步走上公司采购部部长的他，
历经各类安全风险的阅历。短短的 5
分钟里，他用浑厚低沉而深情的声音，

诉说着曾经身边一个个真实安全事故的
教训。听者动容，闻者警醒。“人到中年，
每每深夜静思，30年来，多少事如过眼
云烟，而一幕幕身边工友曾经的血泪让
人永难忘怀。”

15名登台的员工里，有着一批挂职
锻炼的大学生。赵莹，这位挂职于芜湖电
工公司的质量计量部负责人，她年轻的
脸庞上闪耀着生命的美好与对安全的深
切体会。“生命不能重来。”赵莹说，工作
以来，这句简短的话给了她对安全最深
刻的体会。在每一个工作现场，她都会自
觉地甚至无意识地首先检查好自己与同
事每一个工作的安全环境。“养成好习惯
真是太重要了，一点不能马虎啊……”

“15位员工的激情，75 分钟的短暂
时光，在这个炎炎的 7 月，让我们静下
心来，聆听对生命的讴歌，对平安的祝
颂。”当日，该公司演讲赛主持人这番告
白，让安全再次珍重于心。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芦广胜

15个人 75分钟的“平安颂”

7 月 10 日上午，我市在市美术馆隆重举行“祝贺铜陵市荣获第四届全国文明
城市书画集《铜都梦圆》首发仪式。市领导李敬明暨市文明办、市文联、市书画院、
市老年书画联谊会的负责人以及 200 多名书画爱好者到会并参观了展览。

《铜都梦圆》书画集是为我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喜迎建市 60 周年，由市文
明办、市老年书画联谊会从全市精选 106 幅书画作品编印成集，生动再现了让铜
陵城市更亮丽、让人民生活更幸福的壮丽画卷。

图为李敬明向一县四区代表赠发《铜都梦圆》书画集。 殷修武 摄

我市举行《铜都梦圆》书画集发行仪式

本报讯 凤凰山矿业公司面对严
峻的生产形势，克服重重困难，科学组
织合理生产，上半年共完成铜量 1106
吨，完成年计划的 50.27%，顺利实现
了双过半的目标。

今年以来，针对井下废石出路问
题，这个公司在去年底就开始着手制
定废石从副井提升的方案，从而解决
了掘进废石出路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采取考核激励措施，解决了采
场废石出路问题，保证了上半年出矿
品位的稳定。针对混合井出现井塔混
凝土块冒落险情，这个公司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最终采用“利用混合井缶
笼、箕斗配重顶处理井架浮石”方案，
仅用两天时间完成了井架浮石清理工
作，避免了因采用其他施工方案需要
较长时间，导致矿山停产从而影响到
生产任务完成的问题。同时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年初恢复了去年 8 月份
发生自燃的负 440 米中段 5 号采场
的生产，从而大大增加了矿量的供给，

改善了负 440 米中段供矿条件。
为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

个公司适时开展“对标挖潜、提质增效”
劳动竞赛活动，紧紧抓住增加主要产品
产量、作业量、运提量、提高经济技术指
标等重要环节，按季度绩效进行考核兑
现。对当月完成任务较好的单位,公司工
会还将采取送贺信、送奖金和评选“每月
之星”的方式予以奖励。各基层单位将竞
赛内容与本单位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紧密
结合，大力开展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竞
赛活动,为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
鼓励广大职工刻苦学习新的技术知识，
并要求其把所学的技术知识，运用和推
广到生产中来，更好地为竞赛服务。

在确保生产任务完成的同时，这个
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不
断丰富教育内涵，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
意识和安全素质。在安全管理上实现闭
环控制、分级管理、动态监控、超前预防，
确保现场管理不留空挡、不留缝隙。

王松林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上半年实现生产双过半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坚持强化
生产组织，深化企业改革，推动管理升
级，上半年完成货运量 960.7 万吨、装
卸量 806.33 万吨，分别占年计划的
55.21%、59.71%，实现了生产双过半
目标。

今年，该公司重点加强了公路、铁
路、水运和码头业务板块的分析和研
究，围绕职能调整和信息化建设，优化
内部资源配置，确保各项指标稳步提
升；充分发挥自有物流运输运力的潜
力与优势和协力运力的运作保障优
势，全力提升综合保障能力；以甩挂运
输项目为支撑，发展专线运输，介入物
流包装市场，带动物流园和仓储业务
的发展；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
持实行领导带班制度和基层单位班子
成员跟班作业制度，持续提升安全标
准化水平。上半年，该公司完成铁路货
运量 261.92 万吨、公路货运量 548.24
万吨、水运货运量 151.29 万吨、码头

装卸量 360.2 万吨。
该公司把今年确立为 “管理提升

年”, 坚持以持续推进导入卓越绩效模
式工作为统领，通过确定课题、成立小
组、专题研究等形式，深入开展管理创新
课题的研究和探讨；坚持以建立调度信
息指挥中心为抓手，加强信息化建设，加
快车辆挂靠管理系统的建设，完成 TMS
系统、水运管理系统建设，积极尝试公路
第三方物流交易平台建设；加强公路、铁
路、水运和码头各类专项设备的管理，通
过对设备的检查分析、掌握状况，完善设
备考核机制，加大考核力度，推动基础管
理水平的稳步提高；继续开展板块对标、
职能对标、流程对标、挖潜降耗对标活
动，力争通过挖潜降耗全年节约成本费
用 400 万元；坚持以信息化、标准化建
设抓手，不断推动内部各项资源的整合
和优化，为争创国家 5A 级物流企业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上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本报讯 矿产资源中心上半年钻
探自营产量 30308.48 米，完成年计划
的 55.82%，较去年同期上涨 18.13%；
实现钻探产值 1757.82 万元，完成年
计划的 58.28%，较去年同期上涨
24.81%；地质工作实现产值 557 万
元，完成年计划的 63.3%，较去年同期
上涨 33.25%。

在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下，该中
心上半年坚持年度方针目标不动摇，
以满足矿产生产需要为重点，对资源
管理、地质找矿和钻探生产精心部署，
针对一季度因诸多原因造成生产经营
出现波动的情况，二季度以“创标、提

质、增效”为主题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
劳动竞赛活动，有效地推动了包括测绘、
化验、工勘等业务在内的所有生产经营
取得良好成效。

为了使主业、辅业实现协同发展和
相互促进，该中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
确提出“辅业要保持稳定发展，以达到
稳定职工队伍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
上，该中心一方面强化职能意识，把工作
细化渗透到地质和钻探生产的各个层
面；另一方面，将管理触角不断延伸到中
心各项工作中，使各项业务形成一个
“以点带面、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上半年生产经营业绩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