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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6 日上午，集团公
司基层单位党委书记研修班在安徽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开班。集团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杨军为培训班作专题辅
导。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陈明勇主持开
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集团公司领导龚
华东、李文、王立保出席开班仪式。各单
位党委书记、直属党总支书记，集团公
司党群部门中层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领导授课、专家辅
导、个人自学、实地考察、交流讨论相结
合的方式，研修班为期 5 天。培训内容
包括《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预防职务犯罪、基
层党务工作等。

陈明勇在开班仪式上作动员讲话。
他指出，集团公司举办此次研修班，一是
学习贯彻中央省委精神，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的重要举措。二是推进公司党
建工作创新，加强党务人员队伍建设客
观要求。参加培训人员要珍惜这次机会，
集中精力认真学习，全面提升自身素养
和能力，为做好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集团公司党校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主
动作为，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档次，为今

后办班提供借鉴和保障，使党校真正成
为集团公司干部教育的主阵地。

杨军结合集团公司实际，围绕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做好公司党建工作
作了专题辅导。杨军指出，新形势带来
新任务，新挑战带来新课题，特别是当
前的市场下行压力，更是考验一个企
业、考验各级领导精神毅力和综合素
质的关键时刻。集团公司各单位党委，
特别是各单位党委书记要坚持以责任
担当凝聚精气神，扎实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一要强化政治担当，始终坚持带
头讲政治、讲党性，时刻保持政治清

醒、信念坚定，对上保持高度一致，不
折不扣落实集团公司党委的各项重大
决策部署。二要强化责任担当，真正把
“全面从严” 的要求落实到企业党建
的各领域、各方面。三要强化使命担
当，始终把服务员工的责任扛在肩上，
把员工的冷暖放在心中，用真心实意
的付出，切实提高广大员工的满意度。
四要强化发展担当，要进一步增强企
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汇集改革创新
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集团公司转型
升级、加快国际化发展。

本报记者 陈潇

杨军作专题辅导 陈明勇主持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

集团公司基层党委书记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3 月 22 日，CCTV2
大型职业技能竞技真人秀节目
《中国大能手》（第二季）之“神
秘焊将”在铜陵市体育中心录制。
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全国焊接高手
中的 10 强选手来到录制现场，最
终铜陵技师学院选手江小山一路
过关斩将，在 23 日终端角逐中拔
得头筹。

据了解，本次《中国大能手》
共分为四关。第一关为“点亮大能
手”，通过焊接间隔 1 毫米的 29
个焊接点点亮 “中国大能手”灯
箱；第二关为“灯上断铁丝”，在
灯泡上将铁丝切断，保持灯泡不
破；第三关为“水火两重天”，在
天然气和水同时从管道中喷出并
到达一定高度时，用电焊技术将
其封堵；第四关则是 “极限高
压”，选手将在电压容器中进行焊
接巅峰对决，角逐出本季的终极
“神秘焊将”。

据了解，《中国大能手》 是中
央电视台一档劳动技术竞技类节
目，也是中央 2 套财经频道全年的
重点栏目，目的在于营造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氛围。第
二季节目将选择汽车修理、蛋糕制
作、砌筑、焊接、首饰制作、挖掘机
驾驶、数控车、移动机器人、餐厅服
务和安全保卫等 10 个项目进行竞
赛。竞赛将按照世界技能大赛技术
标准或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通
过海选、复赛和电视总决赛三个竞
赛阶段，争夺“中国大能手”桂冠。
本季节目预计于今年“五一”期间
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黄金时间
播出。

据栏目总导演王小琳介绍，之
所以选择在铜陵录制，是因为安
徽铜陵技师学院的焊接技能综合
服务能力较强，在技术院校中属
于佼佼者。该学校规模很大，配置
十分完备。学校师生的技能技术
也很强。在王小琳看来，安徽铜陵
技师学院教师做出的道具完全是
国家级的，有的甚至可以申请国
家专利。

黄春山

央视《中国大能手》（第二季）
“神秘焊将”亮剑铜陵

3 月 22 日上午，冬瓜山铜矿一位班长正在向班组成员介绍班组月度大宗材料、备件考核情况（如图）。该矿在降本增效
工作中，以班组为考核单位，以月度为考核周期，以凿岩钎具、液压油、备件和出矿电铲轮胎、电缆消耗为考核内容，定期在宣
传栏上公布考核数据，使其成为全矿 2500 名员工的“班组成本明白墙”。 李志勇 摄

据《河南日报》报道，不久前，
河南省郑州市一名老人在路口拍打
公交车的车门要求上车，司机说“这
里不给上车，你上车属于我违章，要
受到处罚的。”老人上车未果后大骂
公交车司机，被老人的小孙女当场
教育道：“爷爷是你不对，你怎么张
口就骂人，车没靠站不能拍门上车，

你再这样，以后你不要来接我了！”
随后，这位小女孩还替爷爷给司机
道歉：“司机阿姨对不起，是我爷爷
不对。”女司机感动得当场掉泪，很
多乘客 也被小 女孩感 动得鼓 掌称
赞。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小女孩只
是说：“公平是最好的，不对的就要
说不对！”

看到这件新闻后，我沉思良久。笔
者看到很多 “乘客不讲理，司机受委
屈”的报道，结果大多是公交企业给司
机发个“委屈奖”。

这个是非分明的小女孩却让同样
的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结局。孩子天真
直率，值得让我们成年人反省、羞愧。类
似这样“拍车门要上车”不讲规矩，不
讲公德的行为，不少人在生活中都碰到
过，但我们大多是不跟从，“做沉默的
人”，很少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声“这样
做不对”。郑州市小女孩的赤子之心，
比起很多成年人 “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的态度，显得多么可贵，值得我们
点赞！

孩子是国家的希望，社会的未来。郑
州小女孩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出
了榜样，希望我们都能向这位小女孩学
习，讲文明，守规矩，能担当，共同为创建
文明、和谐、幸福、公平的社会做出自己的
贡献。

为这个懂事明理的小女孩点赞
□殷修武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
众人皆知的名誉，却在矿山日益发展
的进程中，以无私的工作态度和忘我
的敬业精神，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
地奉献着。他就是天马山矿业公司选
矿车间碎矿检修班班长吴胜。

检修班每天的工作都离不开各种
设备的维修，工作内容每天都不一样。
这看似简单的工作，更多的是考验技
术，所需的也是责任心，吴胜正是凭借
过硬的技术和超强的责任心，担当起
了这份重任。作为一名班长，他带头冲
锋陷阵，身先士卒，对于技术要求较高

的任务都留给自己，把较容易完成的工
作分配给班组成员干。碎矿工段设备多，
工作种类多，面对挑战，他从自身做起，
做到熟悉每个工种的特点，熟练掌握各
种设备的性能，了解每位员工擅长的作
业工种，发挥各自优势，有针对性地安排
布置作业。每当维修任务重的时候，他总
是带头加班加点，牺牲休息时间保证维
修任务按时完成。在他的影响带动下，班
组成员都积极主动要求加班，大家共同
努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较重的维修任
务。

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他深
知安全就是效益的道理，始终把安全放
在第一位。他带班时要求每位员工穿戴
好劳动保护用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
程，遵守劳动纪律，认真做到不违章作
业、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工作中，他

总是到现场细心巡检机械设备运转状
况，及时地发现安全隐患，加以整改并且
汇报工段，消除了不少安全不利因素。正
是他的细心、勤勉，多次避免了机械设备
故障的发生，为碎矿的安全工作创造了
安全条件。在检修脱离系统管道安装过
程中，高空作业没有固定支架的情况下，铁
管代替尼龙管操作需要上下人员很好地配
合。为了安全和工作进度，他将全班分成三
人为一小组互相配合，各自分段，各负其
责，有效地解决了安全与进度的矛盾。

“工作中要做到公平、公正，只有
这样大家才会齐心协力，不然干不好工
作。”吴胜常常这样说。在该班组所涉及
的每个工件、每道工序他都了如指掌。在
此前提下，他认真做好工时、安排工作，
鼓励大家多劳多得，以此带动提高全班
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在工作中发现

好的操作经验和技术方法，他及时地提
出表扬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并在全
班中推广和学习，以提高全班的整体技
术水平。

在碎矿工段的作业现场，繁多的生
产设备没有成为吴胜和他的班组成员推
诿清洁卫生不能保障的借口，无论何时，
作业场地都能保持整洁有序。人走场地
清洁、设备按原来摆放，在碎矿检修班成
为了一种常态。而设备的有序摆放也
给作业带来了诸多的便利，省去了许
多不必要的寻找工具的时间，也为维
修赢得了更多时间。这种良性循环带
来的甜头推动着该班把这种好习惯坚
持下去。

在工作生活中，吴胜对班里同事悉
心关心帮助，尽力为他们解决生活、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班组同事谁家里有事，只
要跟他打个招呼，他总是竭力帮忙。在他
的带动下，全班养成了一人有事，大家帮
忙的良好习惯，班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不断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提
高，被誉为“能打硬仗”的和谐团队。

吴奕敏

用行动诠释着敬业情怀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碎矿优秀员工吴胜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
司纪检和党群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
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思想引领、
保证监督作用，铜冠物流公司日前推
出了 2016 年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一
条主线、三个建设、五项工作”新举措。

一条主线是：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强化管理，提质增效这条主线。

三个建设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通过培养教育、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
督检查、激励惩戒等各项措施，教育和
引导公司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定理想
信念，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提升驾驭企业困难复杂局面的能力；加
强党员队伍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强化党性观念、
立足岗位奉献；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坚
持用正能量激励人，牢牢把握正确的舆
论导向，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五项工作是：进一步推进党建六
大工程工作，坚持常规工作抓督查，重

点工作抓推进，难点工作抓突破，亮点
工作抓创新；深入推进基层党支部创新
工作，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中心和重点
更加有效与单位生产经营结合起来、与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结合起来、与影
响和带动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发挥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扎实推进创建文明单位工作，围绕创建
全国文明单位六条标准，抓住一条主
线、开展两项教育、推进三个建设、落实
四项活动；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作，重
点抓好以“铜冠”作为企业名称的标识
规范，举办“我的企业我的家”系列活
动，使企业文化落地工作不断持续、不
断改进；推进党群管理队伍自身建设工
作，开展好“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
公司党群系统联系员工、服务员工的先
天优势，促进广大员工提高思想认识，
自觉与公司同呼吸、共奋斗，众志成城
度难关。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推出党建工作新举措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以来，铜山
矿业公司把提升管理创新水平作为转
变方式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卓越绩
效模式，强化成本管控意识，落实成本
管理责任，将成本管理作为全年生产
经营管理的重点，以标杆管理为核心，
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过程运行效
率。

加大管控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支
出。该公司进一步加大成本管控力
度，严格落实责任和奖罚制度，层层
实施、层层把关。强化全面预算管理
的执行和考核，体现出全面预算的科
学性和严肃性，在执行过程中该公司
没有随意调整，没有超预算办理任何
事项。结合实际开展成本分析，该公
司找准控制成本的关键点，制定针对
性的措施，灵活机动推进了生产的有
序进行。

深入开展对标管理。该公司通过
对标，找准改进和提升的内容及目标，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各项提
升计划。一方面通过把指标目标分解
到每个月度，实现对指标月度完成情
况的跟踪考核；另一方面把指标分解
到各班组和岗位，形成上下一盘棋，从
而实现工作目标做到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推动关键绩效指标的稳步提
升。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内在
潜力和创新精神。

大力推进挖潜降耗工作。该公司把
节支降耗作为提升经济效益的增长点，
树立降耗面前无细小的理念，切实将降
耗增效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之
中。从小指标入手，确保大指标的稳定，
通过对非定额材料的控制、备品备件费
用控制，保障费用不超标。构筑供、购管
理新平台，加大对物资的调剂，降低生
产成本。严防跑冒滴漏，加强对风、水、
电的管理，控制大型设备的开启，建立
完善的修旧利废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
加强能源考核，减少非生产用能。努力
实现发展与节能同步，生产与节约并
举，持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推进矿山
健康快速发展。

抓好技术节约。该公司技术部门
大胆更新观念、创新思维，紧紧依靠科
技创新，通过探索使用新技术、新工艺
节约材料消耗。同时加强公司支护材
料的监督检查，厉行节约，杜绝浪费。
进一步强化技术先导，技术先行，提高
技术指导水平，杜绝了因技术失误而
造成的浪费。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全面提高矿山质效

本报讯 面对经济形势下行压力
不断增大趋势，为规避经营风险，中科
铜都公司落实措施，苦练内功，强身健
体，巩固经营成果。

该公司坚持销售产品协调会议制
度，强化生产、技术、采购、库存、销售
协调联动，及时听取营销人员市场客
户需求反馈，确保市场供给；按照“锁
单操作”办法，针对市场竞争加剧、原
料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在营销实际
运作中，做到每一笔订单锁定同等量
原料（白银），防止跌价损失；重视产
品交付，缩短产品生产周期，尽可能在
最短时间内将产品推向市场，避免原
料价格下滑带来的跌价风险；化货款
管理，坚持现款现货制度，及时回笼资
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加强客户信用建设，加强市场分析
与研究，构建市场客户信息平台，建立风
险识别、客户评估和过程控制的营销管
理体系，有效地防御经营风险；进一步加
强客户管理，从客户的资质、信誉以及供
求关系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
建立完整、系统的客户档案。

该公司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过程
中，坚持严格依照合同制度办事，运用集
团公司物资统供平台，做到没有合同不
采购、没有合同不发货。同时，严格把好
货物出库关口，坚持现款现货，款到发
货，保证公司流动资金的正常运转；努力
开发新客户、开拓新市场，不断扩大产品
销售量，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促进企业
产品生产与销售旺盛的良好态势。

钟萱

中科铜都公司练好内功提高抗风险能力

汛期将至，为预防矿山水害事故发生，铜山矿业公司积极采取措施行动，未雨
绸缪筑牢防洪墙，切实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提高应急处理能力，确保企业
安全度汛。3 月 24 日，该公司职工正在浇筑老区主井与负 170 米中段与老巷道相
通处永久性封闭防洪挡墙。 洪同国 摄

“班组成本明白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