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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铜冠矿建公司积极应对
矿建市场的各种不利因素，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以稳步发展为要义，狠抓
集团内外部工程和国外工程三大矿
建市场板块，优化施工，戮力同心，创
新发展，2015 年，公司生产经营在逆
境中取得了靓丽的业绩。全年完成掘
进量 81.5 万立方米、采矿量 240 万
吨，实现产值 10.1 亿元，包括利润在
内，四项指标均创造了该公司历史最
高记录。全面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
各项年度任务指标，圆满实现了“十
二五”规划“产值产量同翻番”的奋
斗目标。

集团内部工程稳步实施。冬瓜山项
目部在施工设计滞后、井下环境恶劣、
运输线路长、提升能力不足等困难条件
下，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几个关键节点
目标都按期实现。沙溪项目部克服井下
高温、施工点多、作业条件差等多种不

利因素，抢抓工期和进度，连续创造历
史纪录，全年完成掘进量 24.1 万立方
米，提前完成业主下达的目标。安铜、
铜山、凤凰山、天马山、姚家岭等项目
部，以加快集团公司矿山事业发展为
己任，群策群力，顽强拼搏，啃下了许
多“硬骨头”工程，较好地完成了工程
节点目标。

集团外部工程扎实推进。辽宁大
台沟项目部 1 号探矿井工程，克服夜
间不能爆破出渣、地质条件多变等不
利因素，6 月、7 月、12 月三个月实现
月成井超百米的好成绩。云南大红山
项目部掘进、采矿提前一个月超额完
成全年计划任务，单月采矿量屡创新
高。甘肃金川、山东招远、云南疆锋等
项目部广大员工众志成城，迎难而上，
保证了项目施工进度，为公司赢得了
市场声誉和信誉。

国外工程创新发展。赞比亚谦比

西项目部一方面积极应对纷繁复杂
的海外关系事务，另一方面不断强化
生产经营工作，副井于 8 月份实现成
井 113.8 米，南风井至副井通风巷历
经艰苦施工实现贯通，取得施工进展
的重大转折，目前已进入平巷快速施
工阶段。刚果（金）金森达项目部通过
改进施工技术，使得斜坡道施工进展顺
利，6月份成巷超百米，在地质围岩复
杂的条件下，全面完成一期合同工程，
受到业主高度好评，目前已进入二期合
同施工。土耳其ETI 竖井安装工程一
次试车成功，已顺利交付使用。蒙古国
乌兰矿项目部首批工作人员到达现场
后立即开展井下设备恢复、设备修理等
前期工作，为后续施工及正式采矿做好
准备。

市场开发实现新突破。按照“规
模发展，做强做大”的发展方针，该公
司在干好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拓展

外部市场，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全年新
签订合同 20 项，合同总额达 12.36
亿元。其中，国外项目合同 3 项，合同
总额 3.57 亿元；国内项目合同 17
项，包括集团外部项目 5 项，合同总
额 6.8 亿元，集团内部项目 12 项，合
同总额 1.99亿元。特别是在开拓新的
海外市场中，签订了赞比亚谦比西东
南矿体主井溜破及平巷开拓施工合
同，顺利实现了竖井转平巷的工程接
续，合同总额 4100 万美元；签订了制
作安装工作量约 3000 吨的东南矿体
主副井井架、副井井筒装备的制作安
装合同，不仅巩固了赞比亚市场的业
务，同时也带动了该公司国际贸易和
机械修造、安装业务的加快发展。同
时，成功开拓了蒙古国市场，承建蒙古
国新鑫矿业乌兰矿项目，使得该公司
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

王红平 陶莉

圆满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务指标 实现“十二五”产值产量翻番目标

铜冠矿建公司 2015 年四项指标创历史最高纪录

本报讯 2015
年 1 至 12 月份，铜
冠建安公司电控设
备厂实现产品产值
1700 多万元，较去
年同期比增长了
22.2%，创历史最高
水平，利润总额完
成既定的生产经营
考核指标，在去年
基础上保持增长，
生产经营全面向
好。

去年，该公司
围绕全年方针目
标，狠抓营销工作，
对目标市场捕获信
息，及时沟通，明确
责任，加大力度，经
过多方努力，对内，
该厂赢得了沙溪铜
矿、安庆铜矿、冬瓜
山铜矿、铜山矿业、
铜冠机械等大的技
改工程项目，有效
确保了内部市场内
部企业设备的供
应；对外，该厂加大
机电一体化设备承
接力度，配套开关
柜国内销往湖南、
山东等地，国外销
往赞比亚、菲律宾
等地。

对于沙溪 铜
矿、安庆铜矿等重
点项目，该厂不断
加强生产组织，合
理调度。因在手项
目大多为急件项
目，该厂按照业主

方“生产不能停，供货要及时”的
要求，将全体员工发动起来，苦干
加巧干，克服图纸不全、材料供货
时间长、装配人手不够等诸多不利
因素，合理配置人力资源，采取并
岗交叉作业、三班制不间断、劳赛
激励等手段，确保了在手项目的正
常生产。

针对公司对安全及 5S 管理工作
不断提升的新要求，该厂积极加强安
全及 5S 管理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每
周职工大会、黑板报、班组学习等形式
进行不间断教育；以开展“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活动为抓手，在作业过程
中实行实时监控，现场考核，奖优罚
劣，进一步加大了安全及 5S 管理工
作力度。截止到目前，该厂已连续 19
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立足于铜冠建安公司 ISO9000
质量体系基础，该厂在生产经营的全
过程中按照 ISO9000 质量体系和国
家强制性认证要求，加强过程控制，
实现质量零缺陷。去年 10 月份，该
厂顺利通过了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新版证书换版认
证工作，确保了产品的技术更新，且
全年无任何质量事故发生，客户反
映良好，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陈潇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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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5 日 8 时许，冬瓜山铜矿冬副井负 730 米井口，几名上班途中的员工正在驻足浏览 2016 年最新版的“井口党
校”和“井口团校”。“党校”以时事政治和党建党务两个板块为核心，分别传达了党的“三严三实”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展示了矿山党建党务的新风貌；“团校”分为学习在路上、团支部建设、团课新呼吸和青工宣言共五个部分。李志勇 摄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临大势
贵在顺而有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
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
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
出的重大判断。”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就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
决策部署上来，遵循大逻辑，顺应
大趋势，不断增强和发挥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解决“怎
么看”的问题。“物之所在，道则在
焉。”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
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
进，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
做，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面对
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绕
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住时机进行
战略性调整就能顺利过关。面对深

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结
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就能有效化解。只有彻底抛弃
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
增长的想法，摆脱“速度情结”“换
挡焦虑”的思维定势，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
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才能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我国经济
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引领我国经
济迈上新台阶。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心是
解决“怎么干”的问题。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了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
转变的“十个更加注重”，可以说是
引领新常态的方法论、实践论。比
如，过去主要看增速有多快，现在就
要看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过去
有的城镇化“见物不见人”，现在就
要注重以人为核心、回到让更多人
口融入城镇这个本源上来。这样的
转变中，蕴含的是思维和方法的转
换。再比如，供给侧矛盾突出，要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

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
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这样的转
变，是工作要求和侧重点的变化。
总之，顺应新常态这个大势，做到
“十个更加注重”，就能有力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会不会遵循大逻辑，能不能有
新作为，是对各级干部的重大考验。
进入新常态，不少同志认识逐步深
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
但也有一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干为
好，正所谓“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
不会用”。的确，对新常态有一个深
化认识和逐步适应的过程，但适应
一定要雷厉风行、殚思竭虑，适应得
越快越好，不能坐着等、站着看。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深入回
答了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
么干的问题。结合本地实际深刻领
会、认真贯彻，锐意改革、大胆创
新，就能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
为、大有作为，使我国经济增长巨
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
巨轮行稳致远。《人民日报》评论员

遵循逻辑 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本报讯 1 月 5 日，安徽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深化改革方案，
同意铜陵有色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
的指导意见》实施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铜陵有色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陈 勇

铜陵有色集团实施上市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方案获安徽省国资委批复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纪委以“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要求，推进制度
建设，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筑牢反腐
倡廉思想道德防线，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和
稳定，发挥职能作用。

近年来，该公司纪委制定了《开展了
廉洁文化进企业实施意见》、纪检监察工
作意见等制度，用制度强化党员干部廉洁
意识、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营造清正廉洁
良好环境，为矿业公司发展和稳定提供了
保障。

在科级领导开展廉洁承诺活动。为强化
领导干部廉洁意识、防范廉洁风险，打造廉
洁的干部队伍该公司去年四月下旬组织全
体副科以上领导干部签订了《廉洁从业承诺
书》，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为
矿业公司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制定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

嫁娶工作细则，制定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 12条。严格科级以上
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事宜，党员领导
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关于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操办婚丧嫁娶事宜坚持
勤俭节约，带头移风易俗，自觉抵制讲排场、
比阔气、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对违反科级
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规定的给
予通报批评。

强化监督与防范，为减少采购中间环
节，矿纪委派出专人进行跟踪监督或参与矿
山产品运输、销售等环节管理。参加矿价格
领导小组每周召开的价格听证会，指导产品
的价格。为加强矿山有价资源管理，该公司
制定了 《铜山矿业公司废石管理规定》，开
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矿业公司废石进行有
效管理，做好监督防范工作。

王松林 夏富青

铜山矿业公司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本报讯 长期以来，铜冠冶化分公司
纪检监察工作坚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不
断强化执纪监督职能，持续深化“阳光工
程”建设，扎实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去年，
该公司纪检监察工作紧紧围绕集团公司
“十二五” 战略目标和公司年度方针目
标，在聚焦主业中为企业稳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不断强化中层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
人员的廉洁从业教育，持续营造浓厚廉洁
文化氛围。2015 年春节后不久，该公司组
织了一场 70 多人次的有该公司领导、中
层管理人员及部分关键岗位人员参加的
大型廉洁教育专题会。此后，该公司纪委
多次利用集中学习机会，开展了一系列警
示教育活动，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廉洁从业
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警惕性。坚持实行
关键岗位人员廉洁从业承诺制。该公司去

年年初组织机关部室及基层单位 105 名关
键岗位人员签订了《廉洁承诺书》，并完成
收集归档。

不断强化“阳光工程”建设，进一步加
强招标监督和废旧物资销售监督工作。该公
司通过党建工程网阳光工程栏目，将集团公
司及公司近期出台的20多个“阳光工程”相
关政策规定挂网进行广泛宣传，以规范操作。
为切实加强监督，该公司纪委在去年年中新调
整充实了17名“阳光工程”监督员，并强化相
关培训工作，确保了监督到位。

围绕生产抓好选题立项，稳步推进效能监
察工作。围绕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该公司纪
委认真组织开展了效能监察工作，各车间通过
认真总结，挖潜降耗能力进一步提升，避免和
减少了经济损失，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并
进一步强化了车间管理，建立健全了企业管理
制度，堵塞了管理漏洞。 傅大伟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多措并举筑牢廉洁风险防护网

本报讯 新年伊始，凤凰山矿业公司
员工们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 2016 年
度方针目标的实现迈好第一步.

新年第一天 8 时，该公司主力生产单
位坑采车间的员工们陆续走进派班室，大
家互致问候，共迎新年。由于工作任务较为
繁重，该车间生产一线的员工们在派班后，
便匆忙走上各自岗位，力争为实现公司开
门红夯实基础。根据生产需要，该车间元旦
前后对井下各个采场的现状及人员进行了
合理的调整和安排，抓主抓重。为确保所担
负的井下负 440 米中段供矿任务，该车间
集中组织精干力量对 2 号、5 号、1 号南采
场进行采出矿作业，为本月生产任务的完
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为确保本月的安全生
产，该车间还组织安全管理人员深入各作
业现场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明确要
求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日整改。

当日上午，该公司负责矿石运输的机

运车间对混合井井下负 263 米中段 1 号放
矿闸门更换两块底衬板及侧衬板，1 号溜井
焊接方钢、溜井口浇灰加固。2 号溜井横梁
及闸门挂角加固，3 号链扳机站柱及本体加
固。更换混合井井下负 283米中段破碎机推
力板，重扳机上托辊轴承座、过桥轴承座打
开检查更换下瓦并清洗加油，为下一轮提矿
做好了保障。

当天，该公司选矿车间利用停车间隙对
一些设备进行了检修，碎矿磨浮工段对磁选
机进行了更换，并对浮选机管道进行了清
理。针对冬季低温雨雪天气扶手栏杆生锈现
状，该车间及时组织人员对其进行防锈刷
漆。该车间当天下午召开新一年第一次安全
生产例会，总结 2015 年安全生产工作的经
验，部署 2016 新一年的安全生产工作任
务，动员全体职工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深入扎实地落实安
全生产。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新年首日加班忙

铜山矿业公司
以“操作零失误，设
备零缺陷，安全零
事故”的标准，从提
高岗位员工责任心
入手，严格生产过
程质量控制，坚持
上标准岗、干标准
活，全面提升矿山
精细化管理水平。

图为新年前夕
选矿车间生产操作
工在认真检查矿产
品合格率。
张霞 丁宜生 摄

新年开办“井口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