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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上午，集团公司八届七次
职工代表大会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大
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信托计划》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杨军在会上讲话指出，集团公司上下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积极支持和参与公司改革，
有序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不断激发改革的活
力、释放改革的红利，在更高层次、更新水平促进集
团公司加快发展。

集团公司及股份公司高管，监事会主席、监事，
副总工（经、法、会），第八届职代会职工代表参加会
议。会议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陈明勇主持。

会上，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王立保作铜陵有色金

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及认购说
明。五个代表团对员工持股计划方案进行了分团
讨论，并对《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信
托计划》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进行投票表决。经表决，两
个《决议（草案）》一致通过。

杨军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是集团公司战略上实现“三步走”改革目
标的重要环节，是政策上恰逢其时的正确选择，是
管理上创新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是发展上解决
资金需求的现实需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集团
公司改革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杨军强调，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集团公司混合
所有制改革。集团公司改革改制的总体目标是分

步实施混合所有制，最终实现集团整体上市和产权多
元化，员工持股计划是这次分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重要一环，公司上下要坚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要
积极稳妥、规范操作，切实维护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合
法权益；要简化操作，兼顾成本；要与时俱进，顺势而
为。

就如何保障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杨军提出
四点意见。一要加强领导，健全相关组织；二要吃透政
策，加强方案宣介；三要把握节奏，有序推进工作；四
要严谨细致，凝聚发展合力。杨军最后强调，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关系到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关系到每
位员工的切身利益，需要全体职工的积极支持，集团
公司各级组织要加强组织领导，通过深入细致地做好
各项工作，在各个环节上稳妥有序推进。 陈 潇

集团公司召开八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两个《决议（草案）》

实施员工持股 激发改革活力 更高层次促进企业发展

本报讯 为深刻把握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和
“五个必须”的要求，加强党员
干部廉洁自律建设，日前，铜冠
物流公司邀请铜陵市人民检察
院反渎职侵权局领导就预防职
务犯罪进行了专题讲座，来自该
公司中层管理以上人员和关键
岗位有关人员共 100 多人聆听
了讲座。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

本报讯 近日，金泰化工
公司成功出售了 60 吨色度 15
号以上的二丙二醇 （DPG）产
品、30 吨色度 100 号的三丙二
醇(TPG)产品。这是该公司为拓
展市场、努力增强主产品销售
力度之外，敏锐洞察市场寻求，
对一些小产品积极进行销售的
成果。

由于目前化工行业下游市
场采购二丙二醇主要应用于 UV
树脂及增塑剂 DPGDA 等行业，
一般可接受的工业级指标，色度
基本要求 10 号以内，三丙二醇
则一般要求色度指标在 15 号以
内。该公司将产品品质进行客观
分析，尽可能缩短与市场可接受
的标准工业级产品品质距离。在
“一切皆有可能” 精神鼓励下，
该公司决不放弃，寻找一切可能
的机会，多次到外地寻找潜在客
户，与客户恳谈并用诚心打动客
户，使得近期一些小客户对该公
司非标产品反复试样直至决定
采购。该公司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努力将
产品与市场标准接轨，让市场接
受。

从 8 月下旬以来，该公司就
二丙二醇销售问题多次召开专
题会、安排专人将有过合作的
DPG 一个个客户查找出来，连样
品客户也梳理出来一批，共计查
找到近 90家客户。同时，该公司
责成销售人员一一回访，恢复联
系，沟通后对有希望的客户目标
单独列表，注明是否对标、寄样、
何时反馈等具体洽谈细节，做到
全程跟踪服务。

据悉，由于此前该公司
DPG 产品供应量不足，很多客
户已经停止合作较长时间，
DPG 产品销售迟迟难以取得进
展。该公司通过大范围地走访
了解，下游 UV 光固化树脂市
场发展迅速，同时也带动了整
个市场对 DPG 及 TPG 产品的
需求。目前，该公司正着手进行
调研，深入探寻目前市场对
DPG 等产品的实际需求量，同
时联系下游光固化树脂行业的
客户广泛开展样品研究。此举
有望在未来尽快打开更广泛的
下游市场，为该公司 DPG 装置
创造规模效益。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高敏

金泰化工公司用钉子精神挤市场

10 月 13 日，安庆铜矿选矿车间技术员和取样工正在对铁精矿进行取样。据了解，最近安庆铜矿对选矿和重介质
系统的铜铁原矿溜槽、过滤系统及铜铁精矿溜槽等处安装了 10 台自动取样机，既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取样
的精准性，并改善了作业现场环境，可谓一举三得。 杨勤华 摄

本报讯 有色置业公司以基础
管理为切入点，规范管理行为，提高
自主管理水平，增加企业效益，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

该公司为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
机构和运行机制，结合企业经营规
模、人员结构、行业特点、市场化程
度的实际，在组建初期，对岗位进行
全面摸底和梳理，为企业定岗定编、
薪酬改革打下基础。同时，也为建立
和实施岗位通道，实现人员优化配
置、结构合理，效率提高的目标创造

条件。
企业内控管理得到加强。该公司

根据企业全年经营目标，每年都及时
编制资金计划、财务预算、产品作业成
本和管理费用控制指标，对在建和拟
建开发项目进行成本效益测算、风险
评估和控制，提高了工程项目预算水
平；利用财务资金、成本、收入等价值
指标对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进行全程
理财，发挥财务核算、预测、监督和调
节作用；用足用活棚户区改造政策，密
切银企合作，积极争取项目开发资金

贷款；建立健全大宗材料、设备采购和
办公用品招标制度，实行阳光操作。

在安全生产管理上，该公司与部
门、下属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
书》，与各党支部签订了《综合治理责
任书》。制定印发 《安全生产管理办
法》，将安全生产指标层层分解落实。
针对工程建设、商业经营、物业管理和
养殖业等的生产特点，该公司重点抓
安全检查、专项活动开展和工程质量
检查、施工现场环境整治等，顺利通过
各级消防安全检查。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综合管理水平快速提升

本报讯 “执行力是每个企业
管理实施的重要因素，是每一位企
业成员义不容辞的一项职责，执行
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企业安全、健
康、和谐发展。”近年来，矿产资源
中心坚持这样的发展理念，在强化
领导层和中层管理人员执行力的同
时，着力将执行力建设烙进职工的
意识形态中去，建立一种企业执行
文化。

该中心坚持从党政班子带头示
范抓起，不断强化对各级管理人员
的管理与考核。在该中心，所有干部
任免、重要事项安排、大额资金使用
等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全部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在
完善中层管理人员管理办法上，先
后制定了《工程技术通道职务管理
考核办法》和《专业管理通道职务

管理考核办法》。通过年度检查考评、
机关部门和基层单位组织绩效考核、
全员 KPI 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等方式，
并与全员绩效收入挂钩奖惩，确保各
级执行力的提升。

完善流程控制，保证制度执行。该
中心强力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健
全财务管理的一整套规范审核审批制
度；强化费用对口统一管控，钱账分
离，突出厉行节约，节能降耗，立足于
建立引导机制，以预算管理为基础，班
组、基层、中心三级核算相协调，创新
成本核算分析手段和方式，完善经济
活动分析制度，提高经济活动分析质
量，建立财务综合分析基础上的预算
风险预警机制。实行公示公告，透明公
开，不间断地接受职工监督。

严格执行“阳光工程”有关制度，
物资、设备、办公用品、耗材等均按规

定编报计划，统一采购。该中心对小额
度自主建设工程项目，坚持实行建设
工程领导小组全程介入、过程监理、竣
工审计制度。同时，坚持实行民主评议
干部、干部任前公示、民主评议党员、
发展党员公示等制度，公开财务预算
执行情况，定期开展厂情发布。

坚持职代会制度，所有重大方针
政策，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坚持三级
公开制度，该中心和基层单位利用各
类会议、内部网络、公开栏、班组园地
等形式，把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
作为厂务公开的重点。树立标杆意识，
开展自主管理，全力推进组织绩效和
全员绩效考核体系建设，为每一位职
工提供平等参与企业管理的渠道，使
职工充分利用内在的约束性来提高工
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变被动管理为
主动管理。 傅大伟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强化管理提升执行力

国庆长假后，铜陵有色员工持股计划
正式启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改革再次
成为集团公司上下关注的热点 。员工持股
计划是集团公司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
事，同时，与我们每一个员工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员工，我们当作
改革的参与者，积极支持公司的改革发展，
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员工持股早在去年已成为社会关注热
词。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去年以来先后出
台了多项鼓励员工持股的政策。今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探索实行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试点先行，
在取得经验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通过实行
员工持股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员工持
股将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新举措。

改革是企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
在需要，也是应对眼前危机、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然选择。9 月 18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
了全省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动员大
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冲锋号。作为安徽省
龙头企业，集团公司的改革更具有示范引
领作用和迫切性。9 月 10 日，省长李锦斌
今年来集团公司调研，其中很重要一项内
容就是了解铜陵有色如何贯彻中央 22 号
文件，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改制。并要求持

续深化企业改革，大力增添发展动力。
事实上，集团公司的改革步伐从未停

止，集团公司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无不得益
于改革的促进和推动。当前，集团公司改
革正触及深水区。按照安徽省政府、省国
资委关于铜陵有色集团改革改制的总体
要求，在集团公司改革改制实施的“三步
走”战略中，目前已完成了工厂制向公司
制转变、实施股权激励前两步，走到了第
三步，即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深化产
权多元化，最终完成铜陵有色集团的整体
上市。员工持股计划正是实现“三步走”
改革目标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先通过铜陵
有色定向增发一方面满足上市公司发展
的资金需求，一方面直接在上市公司层面
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员工持股，促进产权多
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
会一挥而就，并伴有一定的风险。可以说，
改革需要勇气，亦要有担当。员工持股计
划也不例外，我们在获得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中分享公司成长所带来的收益的同时，
也必须承担二级市场投资的风险。但我们
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停止改革，中断前进的
步伐。目前，公司面临着资产负债率高、生
产经营资金紧张的局面。通过定向增发筹
集资金并降低资产负债率已经成为企业
发展的当务之急。在此改革发展的关键
点，作为集团公司的一员，我们当尽一份
力，发一份热，积极支持员工持股计划等
改革，勠力同心，与企业共进退，建设更加
美好的大家园。

做改革的参与者
□王红平

本报讯 用圆锥形破碎机 HP300
型替代老式弹簧型圆锥破碎机选矿，不仅
提高了产品产量，并降低了产品能耗。这
一以设备改造带动工艺流程改造的破碎系
统节能改造，让天马山矿业公司一年可节
电 384 万度，节约标煤 1267 吨，减排二氧
化碳 3158 吨。

科学缩减原有工艺流程，进一步优化
黄铜轧制工艺流程，这让金威铜业公司一
年增收 96 万元，并且提高了产品质量，节
约了加工费用。

利用碳化脱盐、超细晶体回收技术，进
行丙二醇碳化脱盐及超细晶体回收节能改
造，该项目使金泰化工公司节约蒸汽 4500
吨，增加回收丙二醇 640 吨，年减排二氧
化碳 6922 吨。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铜冠能源公司
成为集团公司节能减排的一个窗口，大力
推广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推进
了企业的节能减排。经市经信委指定的第
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对铜冠能源公司节
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审核，该公司通过节
能量折合标准煤，年节约标煤约 2 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4.9 万吨。成立三年来，
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促进
了集团公司的节能降耗 ，保障了集团公司
节能目标的实现。

本着“高效利用资源、贡献社会进步”
企业使命，树立“与世界同步、与客户共
赢”的经营理念，该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开拓进取，探索冶炼、化工节能减排的
新思路、新技术，建造成为该领域的企业高

效节能平台。在依托有色集团公司深厚的
企业文化内涵和人、财、物等优势的同时，
该公司全力整合公司内部节能资源，充分
利用集团公司节能资金和挖掘节能技改
项目，努力保障有色集团公司节能目标的
顺利实现。三年来，该公司通过对集团公
司企业进行用能状况诊断、节能项目方案
设计，对企业的电机、水泵、矿山通风与压
风、冶炼和化工工艺等系统设备进行节能
改造和运行管理服务。

在金隆铜业公司竖炉保温炉天然气
节能改造中，该公司采用天然气红外磁化
节能助燃装置，运用全球领先的航天高纯
元素材料，使用超强远红外加能活化技术
和稀土催化技术专用设备对竖炉保温炉
烧咀天然气系统进。此项改造节省燃料
7%至 15%。并且大幅度减少废气中的各
种污染物的排放。该项目投入运行后，经
过现场实际测量，年节约天然气 296600
立方米，节约费用 115万元。

2012 至 2014 年间，该公司对金隆铜
业公司、稀贵金属公司、金威铜业公司、铜
冠机械公司等四家子公司的厂房及路灯
照明设备进行了系统的改造。通过采用
LED 节能灯对集团公司照明系统的改造，
每年节约用电量 264 万千瓦时，节约费用
184.8 万余元，折合标煤 871 吨，年减排二
氧化碳 2171 吨。

立于节能减排潮头，该公司正探索更
具有专业化、独特化的节能服务企业发展
道路。

朱莉 张蓓

年节约标煤约 2 万吨 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4.9 万吨

铜冠能源公司节能减排成效凸显

铜山矿业公司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义务献血活动，进一步弘扬奉献精
神，展现服务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图为日前该公司员工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
体检和化验，开展义务献血活动。 洪同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