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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2 日，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2015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中国石化以
2.89 万亿元的总营收连续第 11 年排
名榜首，包括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海
螺集团、马钢集团、淮北矿业集团、淮
南矿业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合肥百
货大楼集团、安徽建工集团等 12 家
皖企跻身其中。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以
1363 亿元营业收入位列榜单第 110
位，较去年同期上升 5 位，继续排在
入围皖企首位。

去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

特别是针对近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三个
月单月亏损的不利局面，集团公司
上下坚定信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
放松，坚持“以增量保增长、以提质
保增效、以增效促发展”，群策群力，
稳中求进，全力增产、增销、增收、增
效，重点对亏损企业实施定点帮扶，
一企一策，努力减亏控亏。充分利用
市场形成的倒逼机制，不断强化“过
紧日子”思想，全力“对标挖潜、降
本增效”，强化全面预算、物资设备
采购管理，进一步加强成本控制。不
断加大修旧利废，盘活闲置资产，进

一步挖潜增效。
通过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集团

公司生产经营在逆势而上中实现新增
长，主要经济指标再创新高。全年生产
阴极铜同比增长 11.5%，黄金同比增
长 2.2%，白银同比增长 4.9%，硫酸同
比增长 6.4%；铜加工材同比增长
164.2%，产品成品率均创新高；精细
化工同比增长 11.1%；物流、房地产、
井巷施工等企业奋力开拓市场，综合
实力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2015 中国企业 500
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 59.5 万

亿元，相当于 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 63.4 万亿的 93.8%。与财富 500 强
不同，中国企业 500 强是依靠各个企
业上报的数据来评判的。因此，每年的
中企 500 强，都会出现不少企业符合
条件，但未能入围榜单的情况。每年 3
月份左右，协会会公开发布申报函，让
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申报上榜。企业
不仅要满足申报门槛，而且还要提供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中国企业
500强中，90%以上的上榜企业是自愿
申报的。

本报记者 傅大伟

集团公司位列 2015 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10 位
继续位列入选 12 家皖企首位 较去年同期上升 5 位

8 月 19 日，冬瓜山铜矿采
矿工区井下铲运机工慈玉龙接
过区工会主席颁发的遥控铲运
机技术比武二等奖证书和奖金
时，不服气地向获得一等奖的
选手下了“挑战书”，相约明年
再一较高低。

让慈玉龙不能释怀的比武
发生在 8 月 1 日，赛场位于井
下负 800 米 42 线 2 号采场，
当天共有 16 名出矿铲运机工
参加了这场较量。参赛选手每
组两人搭档，一人遥控操作斗
容为 4 立方米的柴油铲运机，
从起点到采场铲装 10 吨矿
石，再回到起点后，由同组另一
人上车开行 100 米到溜井卸
矿，返回后两人交换位置。

慈玉龙作为出矿二班的种
子选手被寄予厚望。论技术，他
作为老师傅曾带出了 5 名徒
弟；论业绩，他更是佼佼者，上
半年他的小组在出矿劳赛中获
得 4 次第一名，全区月出矿 25
万吨是有两个出矿班的 8 个
小组承担，但慈玉龙小组每月
出矿不少于 4 万吨；论能力，
他不仅是出矿组长、铲运机工，
还是爆破手，班组的急难险重
活儿他当先。

和慈玉龙并肩参赛的青工
刘杰，第一个手握遥控装置，轻
点按钮启动自重 30 吨的铲
车，在进采场时铲斗方向未摆
放到最佳位置，一斗矿石装载
率仅 75%，评委按装载率 90%
的标准，给刘杰扣去 5 分。焦
急地等在起点的慈玉龙，并未
受到刘杰被罚分的影响，快速
上车卸矿，回起点熄火、下车关
车门，抓过刘杰手中的遥控器，
启动、收铲斗、行走、转弯、铲矿
一气呵成。“不好，铲斗铲到大
块矿石，铲车前轮离地。”遇到
“老路虎”，慈玉龙急忙拉动倒
退遥控手柄，重新选择角度放
铲斗，把这只“老路虎”装进铲
斗，并在原地轻抖铲斗，防止应
装载过满，行驶中洒落矸石。

“第一组选手比赛结束，用
时 5分 35 秒，总成绩 93分。”
比赛评委在现场宣布了慈玉龙
组的得分。

接下来，出矿一班和二班
的 5 组参赛选手都没能超过
93分。轮到了上届技术比武第
一名获得者，出矿一班的章义
东和王文俊上场比赛，他们都
有着 10 年井下铲运机驾驶经
历，不管是遥控驾驶技术，还是
比赛经验都首屈一指。4分 50
秒后，他们这组就顺利完成比
赛。

当得知章义东组的得分，
比自己高 4 分时，刘杰对自己
的失误懊悔不已。慈玉龙忙安
慰道：“咱们回到班组，遇到出
矿采场顶帮板破碎的巷道，要
多使用遥控铲运机出矿，明年
我们再组队争取拿第一！”

李志勇

“明年争取拿第一！”
———金冠铜业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试料组组长崔北凯

崔北凯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分析
化验中心试料组组长。他始终按照公
司和分析化验中心的一切规章制度
严格要求自己，按质按量地出色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 2 月，对公司新的脱硫塔项
目采集原始数据，采样点在 10 米高
的塔顶，他借助直爬梯上去，把仪器
设备一层一层通过下递上接的方法
运到采样点，在阴冷的寒风中，和同
事连续采集了不同工况 8 组（每组 8
分钟）数据，出色地完成了检测任务。

在分析化验中心，他是 “万能
手”，其他班组如果有设备出现异常，
他就去帮助解决问题；他善于废物利
用，平常把使用完的试剂瓶收集起
来，洗净晾干，留做取样瓶；每季度，
分析化验中心都要定期销毁大量样
品，他带领同事肩扛手搬集中处理，
为公司节省了协力费用。

在工作之余，他组织员工进行理
论学习，学习了包括便携式 X 射线荧
光仪操作规程，干燥箱、振筛机、缩分
机、粉碎机操作规程等六项操作规
程；他关注员工的工作及思想动态，
和他们多谈心，让员工安心踏实地做
好每一份工作。

见到江爱香时，她刚从合肥的铜箔
项目部回来，一身黑色的服饰简单又不
失干练。她风风火火地坐到记者面前，也
许是动作太大勾起了某个痛处，她“哦”
的一声，便单手扶着腰，风趣地自嘲道：
“真是年纪大了，腰都不行了。”

“那是前几天在合肥铜箔弯着腰干
活给弄的。”铜冠建安防水防腐公司党
支部书记立马解释道。该公司在合肥铜
箔的屋面防水项目由江爱香负责，施工
时正逢梅雨季节，而铜箔车间内的设备
都极为贵重，如若淋上雨水便会造成很
大损失，因此只能在晴天施工。顶着工期
的巨大压力，江爱香每天早晨 4 时就起
床，晚上则一直加班到十一二点钟，所有
的工人在她的带领下也是如此。 “我
从来都是这样，要不然不做，一旦做了，
拼了命也要将它做好。”江爱香坚定地
说道。

最初的江爱香是一名电焊工。为了练
好技术，她从不肯给自己放假，焊接焊到眼

睛都睁不开。经历一番寒暑彻骨的锻炼，练
就了过硬的技术，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后因
工作需要调离时，她被多番挽留。进入防水
防腐公司后，江爱香直接表明：自己对这方
面一无所知。领导知道后，扔了一本专业书
给她，她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之路。

“其实刚开始我是不想去合肥的。”
江爱香如实告诉记者。她在现场干了15
年，这么多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现在都
这把年纪了，有时候也会希望能够照顾到
家庭。但是，当领导说她是一名党员的时
候，她的脑海中立马浮现自己对着党旗宣
誓的场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誓言如同
警铃般在耳边响起，当即便接受了这项任
务。

8 月 10 日，受台风影响，整个合肥
都遭遇了狂风暴雨，大伙都在屋内不敢
出门，江爱香却披着雨衣就冲了出去，她
要到施工的各个车间检查刚刚完成不久
的屋面防水系统，三个区域，没有一个地
方出现漏水现象。这一场大雨向业主证
明了防水防腐公司的施工质量，也安下
了江爱香的心。

因为前期项目完成得非常出色，合
肥铜箔项目的业主便将其生箔生产车间
的表面项目处理项目也交给了防水防腐

公司。该车间内有三条生产线，设备在开动
时会有酸性物质下流，长此以往，地面腐蚀
严重。江爱香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钻进设
备底下，将现场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防腐。
因酸性物质腐蚀性极强，气味刺鼻，工作环
境恶劣，很多人不愿上前。江爱香一句话没
说，抄起工具就钻了进去，弯着腰趴在地上
一点一点地进行清理。工人们受到鼓舞，便
积极前往。江爱香说，后来业主都看不下去
了，主动为他们搬来了小凳子。

在工作中，江爱香的硬气众所周知，但
她时常也会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关怀着大
家。她明白工作环境的恶劣对职工的健康
会产生影响，因此除了要求大家穿好防酸
服、戴好防酸手套和口罩外，当工人离开
现场后，她还反复嘱咐大家一定要洗手洗
脸、洗鼻漱口后才能吃饭。天气炎热时，她
便将防暑降温物品发放到每位施工人员
手中。

参加工作 28年，她选择防水防腐这一
工作也已有 15年。这一路，她总是像一个充
满激情的女战士一样冲在最前方，并用着这
股不服输的劲头，先后多次捧回先进女职
工、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奖牌，成为
该公司当之无愧的“员工楷模”。

陈 潇 李海波

她像一个女战士冲在最前方
———记铜冠建安防水防腐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江爱香

本报讯 面对上半年宏观经济增
速放缓，行业整体下行，市场持续低
迷，区域楼盘库存压力增大，房屋营销
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有色置公司业
上下不失信心，围绕年度目标，当下推
出五项重点措施，打响了确保生产经
营、工程合格率、安全无事故等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顺利实现的攻坚战。

抓协调提效率，加快进度保工期。
聚焦目标，优化工期和动态管理，强化
网络计划执行和施工过程管理，推进
工程项目进度，确保观山名筑 6 至 7
号楼单体竣工验收、学府名都年底预
售部分竣工、世纪新城一期二区年底
具备单体竣工验收条件。强化现场管
理，下半年降低工程成本 100万元。

抓龙头增效益，拓展市场攻营销。
抓住政府救市、政策利好和市场回暖
的有利时机，深度对接集团放宽安置
房购买和取消房贴发放制度，密切加
强与政府沟通协调，促进迎江花园和
世纪新城安置房去化。充分利用政府
简化审批程序，加快预售证、购房贷款
和公房证办理速度，加速已售房源结
算回款。

抓实体挖潜力，降低成本增收益。

绿化公司要扩大施工成果，多渠道寻找
业务增加创收来源，力争多创收入多增
利；物业公司有效降低用工成本和材料
费用，力争在全年控亏指标基础上降低
5%以上；东湖养殖场要推广精细化管
理，提高鱼禽成活率，拓展销售渠道，有
效控制饲料采购成本和劳务支出。

抓环节重过程，深化管理出成效。加
强财务管理，利用 ERP 信息化手段，优
化管理流程，强化预算控制，严格财经纪
律监管，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加强专项管
理，力争年内 5S 管理达到四星级，对标
管理力争上游，档案管理再上新台阶，冲
刺卓越绩效奖，确保专项管理优化升级；
加强工程管理，争创省市文明标准化工
地。

抓机遇争政策，用活政策放大效应。
吃透国家和地方扶持棚改和保障房建设
的优惠政策，切实做好政策对接和组织
申报工作。努力争取产业“营改增”、企
业所得税预征、政府团购棚改房源等优
惠政策，充分用好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额降低、拨付节点及额度调整、调剂使用
监管放宽等利企新政，缓解开发资金不
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王红平 叶安合

有色置业公司
五项措施打响年度目标攻坚战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党委深入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矿业公司跨越式发展，全面
落实战略部署，加快新矿山建设和转
型改革步伐，为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奠
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该公司党委以“强作风、践承诺、
提质效” 为主题的党建系列活动，紧
密融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深入开
展，不断创新党建工作，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抓两级领导班子建设，促进“四
好”领导班子战略决策能力、经营管
理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开拓创新能
力，在决策层和管理层形成“一岗两
责”责任体系；抓“四强党组织”建
设，促进领导班子及成员“政治引领
力强、推动发展力强、改革创新力强、
凝聚保障力强” 的战斗集体向心力，
形成多层面、多渠道的工作格局，推动
“六大工程”同步发展；抓“四优”党
员队伍建设，促进党员队伍争优创新
动力，推进企业转型发展，创新管理机

制，加强科学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加快
达产达标；抓载体建设，促进考评制度静
态和动态合一、内容和形式统一。真正把
“四好” 领导班子、“四优” 党员、“四
优”党小组、创新党课、党员教育培训及
培养发展、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考核
落到实处，展现基层党建的不同特色和
亮点，力戒形式主义，加大考核和宣传力
度，不以“材料”论“业绩”，打破“粉墨
先进”，注重年中检查、年终评比实据，
把“墨水”变“汗水”，评出实效。

今年以来，该公司积极应对新矿山
发展时期的各种困难和挑战，科学组织
生产，精心部署采、掘、出、充等各环节，
以保证生产作业连续运转，加快生产系
统、选矿系统改造，把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不断引向深入，抓好党建促发展，作为党
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
实发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服务工作大
局、保障重大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为矿
业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强劲的政治
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创新党建工作增强发展动力

本报讯 铜冠黄铜公司通过夯实
职业卫生基础建设，不断完善考核制
度，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并扎实开展
好“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致力
于推行清洁生产。

委托安徽文川环保有限公司作为
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负责指导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目前已按照程
序要求完成了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并
编制了生产审核报告，向铜陵市环保
局上报了评估申请。

重新修订了 《5S 现场管理考核
办法》，将生产现场分为 18 个竞赛区
域，每周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从整
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安全管理

等 6 个方面进行落实、评比，奖优罚劣，
考核兑现。对检查出的问题，均落实责任
人按要求限期整改、销案。

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按照各节点工作逐步推进。开展安全誓
言、宣誓口号征集活动，共征集 123 条
誓言及口号，采纳 5 条。持续开展安全
环保宣誓活动，公司机关部门按两个支
部为单位，每周一进行集体宣誓，车间、
班组每天派班前进行安全环保宣誓活
动。开展反“三违 ”自查自纠和分级管
理，对“三违 ”行为进行曝光，目前内部
曝光 4起。开展了安全环保承诺签名和
致员工亲属安全公开信活动。

王松林 钱庆华

铜冠黄铜公司加大安环监管力度

近日，安庆铜矿对暴雨后矿区道路、桥梁及水库坝体损坏部分及时抢修。该矿
还积极协同矿区办事处立即组织人员抢修，确保矿区人员财产安全。图为对矿区
牧岭水库放水涵洞进行紧急抢修。 杨勤华 严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