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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7 日至 29 日，
方圆标志认证中心审核组一行 6
人，对股份公司进行了为期三天
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的外部监督审核。经过审查，
审核组一致认为股份公司的 “三
标一体”化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满
足标准要求，推荐继续保持认证资
格。

为提高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
境、保障员工职业健康安全，股份
公司建立了“三标一体”化管理
体系。今年，按照体系运行的要
求，方圆标志认证中心前来监督
审核，确认公司“三标一体”化管
理体系在认证周期内是否持续满
足要求。此次审核范围包括股份
公司“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覆
盖的部门、子（分）公司矿产品生
产过程及相关管理活动，工业用
水及居民用水的供应及相关管理
活动。

审核期间，审核组通过与相关
人员进行交流、在现场进行观察、
查阅文件记录等方式，对股份公司

各相关子公司、分公司及部门的工作
进行了抽样检查。相关子公司、部门
积极配合专家组，确保了审核工作的
高效。审核专家组反馈意见时表示，
一年以来，股份公司“三标一体”化
管理体系所建立的方针、目标都得到
有效实施，生产单位生产过程处于受
控状态，产品质量满足合同要求，推
荐保持认证资格。同时，审核组也指
出了管理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开出
了若干不符合报告。

在“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外部
监督审核末次会议上，股份公司总经
理宋修明表示，基础管理工作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通过专家们的审核，必
将进一步加强股份公司的管理水平，
提高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经济效益。他
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
际，对于符合项的将继续保持，对于
不符合项的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原
因，及时制定整改对策，逐项实施整
改，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确保
股份公司“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运
行工作持续改进。

本报记者 陈 潇

通过“三标一体”化管理体系监督审核
股份公司

2015年 8月 1日 星期六 农历乙未年六月十七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总第3978期

第3661期

7月 30 日，集团公司召开年中工作会，全面总结了集团
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各项工作，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
形势，明确指出了集团公司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详细部
署了今年下半年的各项工作。为全面实现今年方针目标，促
进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鼓舞了
士气。

上半年，集团公司面对异常复杂的市场形势和更加严峻的
经济下行压力，集团公司真抓实干稳增长，千方百计降本节支、
增产提效。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708 亿元，同比增长 21%，
仍然领先其他省属兄弟企业，继续位于第一位，并在其他省属资
源型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实现利润。

“十二五”收官在即，“十三五”马上到来。全面完成 2015
年的目标任务，对于集团公司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意义十
分重大。要完成全年既定的目标关键在下半年。当然我们也应
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企业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集团公司
下半年的生产经营任务依然繁重，我们面前的困难和挑战依
然不少，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公司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
势，登高望远，胸怀全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生产，付出
更大的心血和努力谋经营，共同推动集团公司逆势向上，加速发
展。

首先，紧盯全年生产目标不动摇。加强生产经营协调，强化
生产过程管控和跟踪分析，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组织生产，努力提
高生产计划实现率。围绕成本、质量、效率和效益等关键指标，全面
开展对标挖潜、降本增效工作，挖掘生产潜力，强化成本控制。要根
据市场行情变化，高效组织生产，确保稳健经营，做到增速不下滑、
利润要提高。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强化责任落实，想方设法减少
亏损，扭转生产经营被动局面。

其次，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在建矿山建设和现有矿
山深部及周边找矿工作，推进现有存量资源开发利用，增加矿山
资源储量，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经济效益，提高资源保障能力。抓
好在建重点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建设，重点是加快年产 1.5 万
吨特种铜箔、铜冠机械机加工、金隆铜业精矿干燥节能技术升
级、年产 3000 吨高精度异型铜带等在建项目进度，力争早日投
产见效。对已建成项目，加快达产达标进程，做到投资和收益成
正比。

第三，持续改革，增强企业活力。要始终坚持把提质增效，贯
穿到企业改革创新发展等重点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全力以赴
推动企业在稳中求进前提下，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强改革、促转
型。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持续推进条件成熟单位产权
多元化改革，加快低效无效资产、股权及三四级公司清理，不断
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行效率。同时持续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推进内
部资源重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第四，落实“两个责任”，从源头预防腐败。坚持从严治党、
从严管党，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将党风廉政建设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
核。推进廉洁谈话、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提
醒、早纠正。完善“一把手”权力运行制衡、廉洁风险防控等制
度，从源头预防腐败。要坚决纠正损害职工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

集团公司所有员工要顺应大势，形成共识，勇于担当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企业持
续健康发展上来，鼓足精气神，坚定信心，为圆满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全面推进集
团公司改革创新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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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围绕 “坚持中高端发展方
向，做强工艺前端产品，做精做优系列合
金，加快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战略，金威
铜业公司以科技为支撑，进一步完善科
技创新体系，努力提升公司科技创新管
理水平；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持续提升公司科技创新源动力和新生力
量。

今年来，该公司着力建立科技创新
流程管理体系，通过优化创新流程设计，
选择适合于公司自身运行特点的创新管
理流程，剔除多余环节和不必要的步骤，
提高创新项目运作效率。同时，通过在流
程中建立适当关键控制点与流程节点，
降低项目决策、管理和执行等方面风险，
提高公司创新项目风险管控能力。

该公司逐步建立科技创新组织与资
源管理体系，通过整合优化公司相关职
能及活动，将横向职能部门与纵向创新
活动过程良好的协调在一起，形成各专

业管理平台与科研创新项目管理团队并行
式运行管理机制。此举促进组织资源优化
配置，也能促进创新项目团队活动的运行
流畅，实现公司科研创新活动运作质量与
运行效率不断增强。

该公司建立科技创新绩效与评价管理
体系，通过高绩效创新项目经验推广，不断
优化和调整项目绩效与评价管理体系，完
善考核指标设计，激发科技研发人员积极
性与创造性不断增强，促进公司创新能量
最大化发挥。

该公司致力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通
过实施灵活多样的招才引智政策，吸引优
秀高校毕业生及所需的各类人才投入公司
建功立业，不断为科技创新队伍注入新生
动力。同时，全面落实公司人才激励政策措
施，深化评先评优特色活动，选树、奖励一
批公司科技创新的人才典型，激发公司科
技人员及全体员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朱 莉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科技创新管理人才双推进

本报讯 7 月 30 日，集团公司
在五松山宾馆召开 2015 年年中工
作会议，总结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
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当前面
临的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各项任
务。会议号召全体员工咬定目标，攻
坚克难，提质增效，为全面实现今年
方针目标，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而努力奋斗。

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管杨军、
龚华东、陈明勇、李文、王立保、徐五
七、宋修明、詹德光、方文生、周俊、吴
和平等出席会议。省国资委第十监事
会监事，副总工（经、法、会），集团公
司和股份公司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外派参股企
业中层管理人员，集团公司、股份公
司机关中层管理人员及委派财务人
员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陈明勇主持。

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龚
华东向大会作题为 《咬定目标，攻
坚克难，提质增效，为完成全年各
项任务实现十二五完美收官而努
力奋斗》工作报告（报告内容摘要
见第二版）。金冠铜业分公司等三
家单位和战略发展部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与会人员结合年中工作会
议报告和部分单位、部门发言材
料，围绕如何保增长、促发展，确保
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等主题作了
认真讨论。

今年以来，集团公司紧紧围绕年
度方针目标，坚持依法治企，全力提
质增效，加快创新发展，各项工作稳
步推进。生产经营逆势而上，自产
铜、电解铜、硫酸、黄金、铜加工材、
精细化工等产品产量同比均有一定
幅度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708 亿元，
同比增长 21.2%，在其他省属资源
型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实现了盈
利。

下半年，集团公司将按照八届六

次职代会的总体要求，加强安全环保管
理，深化对标挖潜，强化作风建设，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提质增效，不断提高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全面完成 2015 年各
项工作任务。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军就
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推动集团公
司深化改革、全面创新，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强调了三点意见：

一是深刻认识和全面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定“进”的信心决心，

向好处主动作为，全力实现集团公司
“十二五”圆满收官。面对“新常态”，
要稳增长，要保投资，要抓住“新常态”
带来的新机遇，要展现新作为，推动公
司更好更快发展。

二是紧紧围绕和牢牢抓住提质增
效主旋律，保持“增”的强劲势头，向稳
处精准发力，全面推进集团公司改革创
新发展。要抓住资源开发不动摇，加强
创新驱动不放松，坚持深化改革不停
歇，加快国际发展不止步，强化风险防

控不松懈，全力以赴推动企业在稳中求
进前提下，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强改
革、促转型。

三是深刻领会和认真践行 “三严
三实”要求，强化“严”的正确导向，向
实处潜心用力，全面凝聚集团公司和谐
稳定的正能量。要以“严”字当头，挺起
政治纪律和规矩；要以“实”字为本，敢
于担当责任和使命；要以“正”字为先，
勇于攻坚克难和付出。
本报记者 陈 潇 实习生 许 曼

集团公司召开 2015 年年中工作会议
会议号召全体员工攻坚克难 提质增效 为完成各项任务努力奋斗

7 月 29 日，是一个高温天气，铜冠物流公司金运分公司负责外运任务的汽车驾驶员
们不顾天气炎热，马不停蹄地装运外发电解铜，以确保客户需求得到满足。图为该分公
司外运车辆正在金隆铜业公司装运电解铜。 王树强 吴 春 摄

本报讯 日前，全国第十届飞
思卡尔智能车竞赛安徽省赛区比赛
在蚌埠正式开赛，安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6 名学生组成的 “探索一
队”和“探索二队”参加了比赛。经
过激烈地比拼，最终该学院“探索
一队”取得了省赛三等奖。

参赛前，该学院参赛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不畏艰苦，进行了为期
近一个学期的学习准备和测试训

练，克服了无数个技术难题，付出了无
数个夜晚和双休日。

据悉，该项比赛本科生和高职生
采用同一赛制，规则和比赛内容完全
相同，不单独分本科组和高职组。此次
参赛院校多为省内强校，如中国科大、
合工大、安大、合肥陆军军管学院等。
此次比赛仅有 4 所高职类院校在比
赛中获奖。

傅大伟 徐婧婧

获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省赛三等奖
安工学院

“速度、激情、睿智”是他们身上
的鲜明特征，“钻研、拼搏、执著”是他
们骨子里流淌的血液……他们是冬瓜
山铜矿的一群退伍兵，在工友眼中他
们就是矿山井下的“跑男”。

钻研型“跑男”徐斌

他今年 27 岁，2009 年部队退伍
入职矿山成为一名出矿铲运机工，至
今他仍保留着军人的特质：锐利的眼
神、简洁的话语、灵活的动作。

刚上班那会儿，徐斌几乎是天天
跑着给师傅打下手，师傅一下车他立
马爬上自重 30 多吨的电动铲运机，
琢磨车内的各种仪表、操作手柄。开机
铲矿时哪儿不得劲，他就会缠着师傅
问东问西。半年后，他凭着这股“钻”
劲儿练就了 “三项绝活”。“火眼金
睛”能够识别采场下矿口卡结矿石是
要用炸药爆破处理，还是用铲斗灵活
松动；对于超过 1 立方米的大块矿
石，他能一眼分辨，分拣后下班时集中
爆破铲运。“顺风耳”不仅可以听到不
同设备故障发出异样的响声，还能听
出空区垮落矿石的大小和多少。“魔
术手”反应快，动作到位，平时装载
率、铲运速度就比别人高和快，发生险
情时能指挥铲车准确做动作避险。

如今，工龄刚满6年的徐斌，肩挑机
长和爆破手两项重任。去年，不仅“晋升”
为师傅，还担当10余人出矿小组的组
长，年末从全矿2500多名职工中脱颖而
出，被推选为最年轻的“矿山功臣”。

拼搏型“跑男”徐晟冉

“小徐和咱这几天都是跑着干活
的，原本我们机组有三人，小徐作为机

长操作设备，咱和老杨上下钎具，工作
间隙还能歇会儿。可现在老杨请了事
假，只剩下咱和小徐搭档，这会儿连吃
饭都得见缝插针。但是小徐真没话
说，不仅尽心操作设备，还帮我搬运钎
杆……”台车工袁杰又夸起了小徐。

小徐叫徐晟冉，曾经是一名出色的
电子对抗兵，在部队勤学苦练专业技术，
屡次立功受奖，并加入党组织。2006年，
徐晟冉退伍后分配到冬瓜山铜矿，从事井
下深孔台车工，就是俗称的“打眼工”。

深孔凿岩台车为国外引进的先进
设备，价值 700 余万元，施工孔径为
165 毫米的下向孔，每个机组由机长操
纵设备凿岩，两名操作工负责轮流上下
钎杆，钎杆长 1.5 米、重 90斤。当时，小
徐身高 1.78 米，体重仅 120 斤，抱起钎
杆行走时有些晃悠，工区领导见状准备
给他调换岗位，却被他拒绝了。同事们
都说他会后悔，可徐晟冉很快适应了这
个需要体力的岗位，并不断练体能、学
技术，三年后升任为机长，2014 年又被
评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执著型“跑男”方向东

当兵时，他是部队的炮车驾驶员，
退伍后他依然选择了驾驶员这个职业。
今年才 38岁的方向东，因为执著在驾
驶员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 20年。

每天，方向东都一路小跑着赶往井
口，乘坐中班第一趟罐笼下到井下负
730米中段。他用极短的时间完成皮卡
车、依维柯等小型车辆的检查、保养工
作，然后把皮卡车开到井口，等候运输大
爆破雷管和当班100多名工友上下班。

“在井下开车和地表相比难度更
大，因为冬瓜山矿段从井下负 670 米到
负 875米有 8个中段，几百条巷道长的
都一个模样，而且坡度大、岔口多，因此
需要驾驶员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和责
任心。”方向东说道。 李志勇

矿山“跑男”
———记冬瓜山铜矿一群退伍兵

图为集团公司 2015 年年中会议会场。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