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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24 日 9 时 58
分，随着铜冠电工公司磷铜分厂国
产转炉生产牵引出的第一根金灿灿
无氧铜杆，标志着国产转炉改造获
得成功。

此次转炉改造是该公司将国产
转炉分体炉改为连体炉，并对主动
收线系统及循环冷却水进行升级，
改造涉及施工量大、时间紧。为不影
响生产，该分厂从元月起就改造项
目进行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工程技
术人员主动放弃春节休息时间，对
熔炉进行改造。经过紧锣密鼓的工
作，终于将转炉改造工期由原来的
三个月缩短到一个半月，提前完成
了改造任务。

改造后的连体炉，能源消耗维
修费用生产成本低、无污染、保养方
便。产品可涵盖直径 8 至直径 18
多规格无氧铜杆及直径 18 至直径
20 磷铜杆，丰富产品种类。产品可
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需求，既解
决了公司外购无氧铜杆的问题，也
为今后开发铜排等新产品的生产创
造了条件；实现了绿色生产，达到了
生产与环境的最佳结合。

芦广胜 许莉

铜冠电工公司磷铜国
产转炉改造获得成功

本报讯 2015 年，铜冠有色池
州公司黄山岭铅锌矿继续发扬艰苦
奋斗、节俭办矿的优良传统，开展
“挖潜降耗、节支增效”活动，取得
了良好效果，全年挖潜增效 600 多
万元。

该矿采取多项举措优化工艺
指标，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
综合利用率。通过探采结合，加
大小矿体找探矿力度，合理搭配
出矿点，努力提高原矿品位。去
年，平均铅品位低于 1.5%，且原
矿中有用矿物的嵌布变化大，该
矿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铅锌综
合回收率，增加金属量锌 451
吨、铜 36 吨。

想方设法修旧利废节约增效。
该矿利用废旧轨道 30 吨敷设开拓
川脉，拆除 6 架废旧漏斗材料用于
新漏斗中，利用副井换下来的钢丝
绳做电耙主绳，节约 15.5 毫米钢丝
绳 1 吨；选矿通过对不合格衬板、
破碎机鄂板、多型螺栓等进行修复
再利用，对换下的破碎机架焊补修
复使用等，进一步促进了节约增效
活动的发展。

加大节能降耗考核力度。该矿
充分利用负 46 米 25 空区，改造负
180米 29 线左穿，解决了各中段废
石提升难题，既缓解了提升紧张问
题，又节省了电费、矿车及钢丝绳
等；合理炮孔填塞，用纸筒代替炸
药，减少装药量，节约炸药 3.97 吨；
井下照明系统优化，做到人走灯灭；
保证设备连续运转率，减少不必要
的开停车次数。

该矿严控办公费、差旅费、招待
费，全年三项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 21.1 万元。

程 虹

黄山岭铅锌矿挖
潜增效成效显著

铜冠物
流公司机辆
分公司在确
保完成铁路
机车、车辆
检修的任务
前提下，积
极主动开辟
新市场，今
年以来先后
承接制作了
10 台 电 解
铜座架、港
口放料滑板
等业务，为
完 成 2016
年目标任务
开 了 个 好
头。
王树强
胡林嵩 摄

2 月 22 日，安
庆铜矿机修厂机加
工班职工正在加紧
制作井下拉运矿石
用新矿车。据了解，
春节后，安庆铜矿
掀起了大干热潮，
虽然今年生产任务
重，市场依然下行，
但是大家力争通过
多干多超创造更多
效益。

杨勤华 摄

当今时代，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
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尊重新闻传
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突
出强调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就
此作出深刻论述，对新形势下做好新闻
舆论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增
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至关重要。现在，受
众需求越来越多，参与意识越来越强，
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新闻传播呈现
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的特征，
如果还是空洞说教、大水漫灌、千报一
面，难免效果不彰。必须创新新闻舆论
工作的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
手段、业态、体制、机制，适应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趋势，突出媒体特色，精准
定位受众，善于设置议题，做到同样主
题、多样传播，达到“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效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
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加快构建舆论

引导新格局。
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推

动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人在哪里，舆
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抢占新闻舆论
制高点，必须不失时机推动融合发展，
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打通并用
好同群众信息交流的新渠道。推进传
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不能停
留在“+ 互联网”，只是将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作简单嫁接，而要真正实现
“互联网 +”，让媒体融合尽快从相
“加”迈向相“融”，着力打造新型主
流媒体，以传统主流媒体的内容优势
赢得新媒体条件下的传播优势。

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必须
“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时
效决定成效，把握好时机、节奏，重视
“首发效应”，做好“早”和“快”的文
章，舆论引导就能事半功倍。分寸就是
水平，度的把握是舆论引导的大学问，
精心把控、精准拿捏，恰如其分、恰到好
处，宣传报道才能取得理想效果。效果
体现导向，新闻舆论工作最终要看效

果，新闻工作者应以赢得群众口碑为追
求、以凝聚社会共识为旨归。

提高新闻舆论工作能力水平，增
强国际话语权是重要内容。信息流进
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
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
的“落差”，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
了也传不开的状况，警示着我们对外
传播尚存短板。必须下大气力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既要善于讲故事，又
要善于讲道理，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
启人入“道”、让人悟“道”，努力提升
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听
到并听清中国好声音。

全面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既是紧迫任务，又需长期努力。新
闻舆论战线要深刻领会、切实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适应形势发
展，积极改革创新，加强学习研究，着力
破解难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水
平，以不负党和人民重托，更好担负起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职责和使命。《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
新春以来，矿产资源中心着力在提质
增效上狠下功夫，结合自己的实际，掀
起全面开展提质增效活动热潮。

该中心今年钻探生产面临相当大
的组织协调难度，截至 2 月初，能够
落实的组织绩效考核权重指标还有缺
口近 1万米。中心内部各项目部之间
的计划量也分布不均衡，生产衔接、任
务充足量都有一定问题。新春刚过，该
中心的生产部门和地调院就开始把重
点放在关注安铜和铜山钻探生产衔接
工作上，调整钻探项目部生产单元结
构。在中心项目部之间，施工力量也根
据 1 月与 2 月的进展情况，不断实施
调剂。中心几个钻探项目部做好淡季
日常生产组织安排。铜山钻研探项目
部已经与当地矿方四次联系，加强了
对接与沟通，尽可能在上半年乃至全
年降低交叉施工，提高钻探作业的时
间，提高钻探的效率。

目前，该中心正在积极的联系，争取扩
大沙溪基建探矿的范围和钻探作业量，中心
班子成员着手开始研究“走出去”问题，以
期弥补今明两年生产计划任务缺口问题。

该中心地调院从大年初五开始就
着手研究如何加快现有接转项目的实
施进度、推进矿山深边部找矿工作，及
时协调解决找矿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以加快找矿工作进展。该院一
个小组全体成员正月时间出台多份方
案，开展加快地质科研和地质找矿项
目，完成老矿山项目结题验收。

该中心财务部门从 2 月份开始完
善好今年预算指标的细化、分解，加强成
本费用、现金流量等关键指标的预算控
制，做好预算执行的监控、分析与考核。
供应部门从一季度开始将开展清场查
库，盘活闲置物资、加大库存产品结算，
减少不合理的流动资金占用，降低财务
费用支出，提高资金运营效率。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萨百灵

矿产资源中心掀起提质增效活动热潮
早谋划 早安排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以
市场营销为龙头，切实打好房屋销售
去库存攻坚战。

这个公司采取积极超前的战略预
判，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加大房屋销售
速度, 有效去化库存，消化增量房源。
重点去化观山名筑 6、7 号楼、世纪新
城一期一区、迎江花园住宅现房销售。
组织销售攻关，有效盘活观山名筑、铜
官别院、世纪新城和学府名都商铺和
车库销售。拓宽营销思路，找准目标市
场，挖掘楼盘亮点，提前做好学府名都
后续小户型房源市场推广，超前做好
铜矿老区一、二组团住宅和网点的策
划推广方案，力求房屋销售利润最大
化。同时，强化考核监管，细化营销代
理费用，认真考核营销实施效果，完善

风险共担机制。
深入研究用好用活政策，抓住二孩

政策放开、农民工市民化落地、行政区
域扩容和安置房政策放宽的有利时机，
这个公司精心谋划刚需住房营销方案，
推进学府名都、世纪新城、迎江花园安
置房和观山名筑尾盘的有效去化。把握
房地产行业在互联网 + 浪潮之中随势
谋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实现企业转
型和营销模式创新的新动态，优化微信
平台和线上服务，提升企业综合竞争
力。做好销售队伍培训，提高自主营销
水平。并 加强沟通协商和深度对接，加
速办理预售证、按揭贷款和公房证，有
效缩短售房回款时间，确保全年经营目
标完成。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打好房屋销售去库存攻坚战

本报讯 铜冠机械公司环保设备
制造分厂近日完成两项大修任务，为
做好今年工作开了个好头。

大年初五，年假未完，应仙人桥矿
业公司的要求，该分厂派出 6名经验
丰富的职工赶赴客户现场，随即展开
陶瓷过滤机大修任务。此次大修主要
为尾矿一台 3 平方米 TT———45陶瓷
过滤机转子更换轴承，更换 1 台
TT———45陶瓷板及冲洗管路，更换了
3台过滤机的搅拌曲臂轴承，更换 6台
反冲洗手阀，更换并处理了 3台过滤
机的吹堵，整理并更换了 3台机风管

及其他相关配套密封圈、钢丝软管等。
节后上班第一天，该分厂装配工段

即派出人员到冬瓜山铜矿现场，对客户
铁 4 号过滤机断裂的扒架部件进行抢
修，并对低硫过滤机的冲洗管和真空泵
管路进行修复。

该分厂外派职工根据客户现场实际
情况，因地施工，既考虑客户使用生产实
际需求，又应时施工，统筹安排工作时
间，最大程度缩短了施工工期。该分厂节
日期间不松干劲，做好服务，主动出击，
赢得了客户的赞誉。

王征社 廖肇迪

铜冠机械公司环保设备分厂到市场“找饭吃”

他半路改行，却成为行车操作能
手；他看起来像个“大老粗”，却喜欢
钻研，勤于思考干起活来细心专注。他
就是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黄承
琢。

黄承琢曾是一名电焊工，2009 年
11 月应聘到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
间任行车工。球团车间行车班有 3台
16 吨行车，每天行车班的起吊工作量
至少七千吨以上，且库内铁精矿粉尘
较大，硫酸烧渣散发出的蒸汽萦绕。行
车工作业环境较差，几乎整日灰尘相
伴，防尘口罩离不开脸，冬天寒风凛
冽，夏天闷热难受，且在高空操作，工
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是全车间公认
的艰苦岗位。虽说经过转岗培训，并通
过考核取得特种设备（起重机械）作
业许可证，但由于之前未干过行车工，
加上对球团车间原料库 16 吨行车不
大了解，黄承琢感到压力很大。为尽快
适应岗位的变化，他向先来的同事学
习，不懂就问，虚心求教，同时结合培
训时学到的理论知识刻苦钻研，很快
就熟练掌握了 16 吨行车的操作技

能。
行车班班长李永海介绍说：“老黄

不仅操作技能强，而且善于发现问题，并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钢丝绳是行车
上的易损耗材，更换较为频繁。为减少钢
丝绳损耗，黄承琢特别注意观察钢丝绳
断丝、磨损、扭结等情况，对有些磨损、断
丝但尚未超标的钢丝绳，他做上记号，重
点跟踪检查。干事细心的他发现钢丝绳
上做记号的地方经常与抓斗直接摩擦导
致磨损，就向车间提出建议在抓斗边增
加导向轮，减少钢丝绳与抓斗之间的摩
擦。去年 4 月，这一合理化建议被车间
采纳应用，钢丝绳的损耗有了明显改善。

去年 3 月的一天小夜班，黄承琢上
班穿戴好劳保防护用品后先查看交接班
记录，完成交接班程序便上车干事，当他
按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时，突然听到
行车运行中夹杂了“吱吱”的异响，他细
细观察，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检查，发
现行车抓斗合并无力，结合自己多年的
操作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判断可能
是行车合并电机断相所致，就立即暂停
作业，并向车间汇报。经维修人员检查，
发现果然是合并电机断相，若不马上处
理电机可能会烧掉。他精确的判断，让在
场的维修人员都竖起了大拇指。

陈 潇 李文波

把工作做到最细致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员工黄承琢

本报讯 2 月 26 日，集团公司
2015 年第四季度“铜陵有色好员工”
陈利兵表彰会在冬瓜山铜矿办公大楼
会议室隆重召开。当身披“铜陵有色
好员工”绶带的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
班长陈利兵上台接受荣誉时，会场热
烈的掌声久久回荡。

“他子承父业，矢志矿山，自学了
钳工、电工、铲运机驾驶等多项岗位技
能；在同行眼中是一位全能班长；他敢
于管理抓安全不手软；技术革新、工艺
优化和修旧利废管理等各项工作成绩
斐然……”表彰会上，献给陈利兵的

颁奖词朴实真挚，却浓缩了这位优秀员
工扎根矿山二十载，在平凡岗位上作出
不平凡业绩的人生轨迹。

矢志矿山显身手，模范引领美名
扬。自 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以来，陈利
兵先后荣获冬瓜山铜矿 “十大功臣”、
“十大标兵”、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铜都 “十大杰出青年” 等多项荣誉称
号。在单位领导眼中，他是一位“勤学
习、勤思考、勤动手”的兵头将尾；在同
事眼中，他“拼搏、执着、敬业”精神得
到大家的点赞。2012 年以来，他先后担
任过采矿工区维修班副班长，中深孔班

班长，出矿二班副班长、班长等不同班
组长职务。在担任班长期间，他每月向
区部提交本班的总结材料，详细分析班
组管理的进步和不足，对加强工区各项
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他的这种
班组管理方法，很快在全区推广并沿用
至今。

近年来，他通过技术革新、修旧利
废、工艺优化、日常管理等“降本套餐”，
累计修复凿岩机 6 台、大孔凿岩钎杆 90
根、清洗机 6 台，总价值达到 106.5 万
元。2014 年，他开始担任工区值班长，在
他管理的班组不仅凿岩、采矿、出矿生产

运行平稳，而且抓安全不手软，全年共查
处不安全行为 16起。

表彰大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陈利
兵先进事迹录像片。集团公司组宣部部
长王守林向陈利兵颁发了“铜陵有色好
员工”证书、奖金；冬瓜山铜矿党委书记
胡建东为其颁发了“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个人”证书、奖金。手握双奖的陈利兵激
动地在台上表示：“感谢矿山，荣誉对我
来说既是褒奖也是鞭策，今后我将加倍
努力，为实现大美冬瓜山贡献一份力
量！”

陈 潇 汤 菁

矢志矿山显身手 模范引领美名扬

陈利兵当选 2015 年第四季度“铜陵有色好员工”

新年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