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25 日，在铜山矿业公司资
源回收区上料系统漏斗下，一群熟
悉而陌生的背影正在辛勤地忙碌
着，可是资源回收区并没有这些人，
他们是谁呢？笔者带着问号走近他
们，原来他们是该公司采矿区员工，
正在帮助资源回收区改造振动放矿
机。

自 2014 年初投料试车以来，该

公司因露天上料系统下雨季矿石含
水量大，振动放矿机和漏斗给矿一
直出现堵矿现象，困扰着矿山正常
生产，使生产处于紧张被动局面。为
此，该公司决定对露天给矿上料系
统进行改造升级。由于该公司资源
回收区施工的上料系统出现人手不
够，劳力紧张的状态，4 月中旬，该
公司资源回收区负责人请求采矿区
支援，采矿区负责人得知情况后，在
本单位时间紧、任务重、人力资源非
常紧张的情况下，迅速抽调钳工、焊
工、支柱工等工种 10 多名员工，组
成支前队，分班次进驻资源回收区

露天矿石上料仓处，对振动放矿机和
漏斗进行改造支援。在施工过程中，支
前人员克服了作业现场空间狭位置
窄、雨天作业等不利因素影响，提前进
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制定了详细的
工作方案及作业流程，对工作人员进
行了严格的分工，施工人员严格遵守
安全操作规定，不论是在哪个岗位，看
到的都是埋头工作、挥汗如雨的身影，
现场配合有条不紊。通过大家 10 多天
的不懈努力，支前队按期、保质、保安
全完成了任务，为该公司下一步生产
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洪同国 吴文革

支 援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举
办了 “营改增”专题培训班。

据了解，“营改增”的实施对该
公司房地产等各项业务将产生重大
影响，为熟悉掌握“营改增”税收知
识，顺利推进“营改增”相关工作，
该公司特邀请税务专家就 “营改
增” 房地产税收政策、房地产的应
对、工程造价与增值税的原理、销售
定价与增值税原理等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讲解。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营业税
改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
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
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
缴纳增值税。

王松林 周尚清
又讯 4 月 27日下午，铜冠建安

公司在该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开展

了“营改增”专题培训。该公司党政领
导、机关各部门负责人、财务人员、材料
人员、工程决算人员等 110 多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采由该公司从事多年财
务工作的朱文志进行授课。朱文志从增
值税制及建筑业 “营改增” 的政策解
读、“营改增” 影响分析及风险控制策
略研究、税改后增值税管理要点及合同
条款的完善、合法有效凭证及增值税专
用发票风险管理和“营改增”后企业的
税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等五个方面对建
筑业“营改增”进行了全面解读。通过
本次培训，该公司参培人员对 “营改
增”改革的应税服务范围、税率及征收
率、对建筑行业税负及利润方面的影响
等有关知识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为
该公司下一步做好“营改增”后的相关
税务处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海波

有色置业公司
铜冠建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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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部分已结
束作业面的风水管及风筒进行回收
再利用，大家一定要牢记回收账，可
以再利用的风筒布和管道部件都要
完整地收回来。”4 月 29 日，工区早

派班结束后，冬瓜山铜矿掘进二区服
务班班长胡振东又开始了二次派班，
重点安排当天的回收工作。

服务班在做好工区后勤保障工作
之外，承担着全区井下生产作业面的
废旧物资的回收工作，这是一项又累
又脏的活。起初，班里有的工友说：“班
长，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
了，回收工作废品不值得！”对此，班长
胡振东认真地回答：“现在面临着困难

的时刻，做为基层职工，也是矿山主
人，当家理财，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胡
振东还以实际行动带领大伙进采场，
跑现场，当起了破烂王，算起了回收
账。

如今，说起回收账，班长胡振东是
一脸的自豪，他常说要“尽量节省、尽
量回收、尽量使用”，和工友们一起坚
持不懈地回收废旧材料再利用。2015
年初，该班承担起了全区井下作业面

废旧材料的回收工作，全年共回收
2000 米左右的风水管道及 1000 余米
的各类型风筒，并积极利用业余时间，
对回收下来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破损风
筒进行维修，全年共主动修复风筒
300 余节，并对回收回来的废旧管道
重新加工油漆，进行二次利用，有效地
降低了施工成本，得到了区队各级领
导的一致好评。

吴 灿

胡班长的回收账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党委于 4
月中下旬，利用三个双休日时间举办
了四期中层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理论
和业务知识培训班。

该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培训班紧密
联系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稳
定实际，在培训课程上设置了《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互联网知识应用、财务
相关知识、党风廉政建设知识等方面
的内容，对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邀请
了铜陵市和集团公司有关专家教授进
行授课。其目的就是着力培养一支品
德好、作风硬、能力强、业务精、善创
新、会干事的中层管理人员队伍，全面
提升公司管理和服务水平。

台上，授课老师讲课理论联系实
际，生动活泼；台下，学员集中精力聆
听，认真记录讲课重点，积极参与交流
发言，踊跃发表个人观点。一位参加培
训的中层管理人员对笔者说：“通过这
次培训，使我们开阔了视野，了解和掌
握了许多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通过
这次对我们在管理知识中的‘充电’和
技术业务中的‘加油’，使我们看到了
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上的差距，了解了自
身需要补课的方面，既感受到工作所带
来的压力，也增添了我们主动学习、用
实际工作检验学习成果的动力，为我们
起到了一次补钙强筋壮骨、立根培元固
本的作用”。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
举办管理人员培训班

4月 22 日 6 时 30 分，安庆铜矿机
运工区仅用 100 分钟的工作时间，安
全高质量地完成了坑下负 651 米中段
放矿液压油缸的更换工作，为主井正
常提升衔接赢得了主动。

当天 3 时 40 分，正在坑下生产值
班的机运工区当班区长袁木林接到负
651 米电话：“负 651 米放矿油缸出现
故障，不能正常放矿。”当听完当班人
员在电话中的描述后，经验丰富的设
备副区长袁木林，马上就判断出故障
的原因：“可能是油缸出现内泻所
致。”随后，他立即通知维修人员，带领

一班人第一时间先赶到负 651 米现
场，准备进行油缸的更换工作。

4 时 10 分，维修组长韩成胜接
到电话指令后，立刻从睡梦中爬起
来，通知起重工谭绪胜、电焊工韩传
玖赶到工区集合，参与到这次放矿系
统的抢修中。到达抢修现场的袁木林
看到主井矿仓存矿在逐步减少，心急
如焚，而此时维修人员正在路上赶
来，为不影响选矿中碎生产，袁木林
安排现场 3 名操作工，利用井口一台
3 吨风动绞车来回进行手动放矿，保
证了矿仓存矿量。随后安排人员系牢

保险绳，从人行梯爬到计量漏斗下方，
查明油缸具体故障，确认为油缸出现内
泻故障。

4时 50分，家住市区的维修班组长
韩成胜带领的两名维修骨干力量抵达
工作现场，按照抢换油缸的步骤分工明
确，架割刀切割、拴葫芦保油缸、风动绞
车牵引等环节和袁木林带领的操作工
运送新油缸同步进行，立刻展开了抢修
工作……

6时 30分，他们圆满完成了放矿液
压油缸的突击更换任务，主机提升系统
恢复正常。 汤海斌

争分夺秒保“提升”

铜冠物流公司机辆分公司主要担
负着铁路机车、车辆的检修任务，该分
公司车辆组就专门承担着运行的 200
多辆铁路车辆修理保养任务，领头人
就是刘建甫。2015 年，刘建甫带领全组
人员累计完成车辆段修 115 辆，车辆
辅修 129 辆，车辆大修 7 辆等各类车
辆修理任务。此外, 还完成了 4 辆 IC
型车辆加装底板改造任务，为铁路运
输提供了设备保障。

身为班组长，刘建甫总是在确保
修理时间和修理质量上狠下功夫，围
绕每次车辆的大、段、辅修，他总是根
据组员的实际情况，精心组织安排，合
理调配人员，认真带领组员检查车辆
状况，严格按照车辆修理安全操作规

程和工艺要求进行修理。对需要修
理的每一辆车辆，从除锈、解体、下
料、组装、焊接、喷漆等工序，刘建甫
都参与其中。特别是作为车辆修理
的最后一道工序，车辆喷漆任务更
是他主动“争取来的”，由于给车辆
喷漆不仅气味重，而且还脏，是别人
都不愿意干的活。按照刘建甫的话
说：“每次看到进来时破烂不堪、锈
迹斑斑的车辆，经过我们双手修理
后变得整洁如新，就是对我们工作
的最好评价。”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班组长，刘
建甫始终践行着 “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的承诺，早上班，晚
下班，脏活累活抢在先。车辆修理不
仅劳累，而且还脏，特别是车辆除锈，
每次工作下来，满脸满身都是灰尘，
但刘建甫毫无怨言，带领全组人员起
早摸黑、吃苦耐劳，圆满地完成了车

辆修理任务。作为一名修理工，刘建甫
还通过努力学习和培训，取得电焊工操
作证书，成了多面手，提高了车辆修理
效率。对公司下达的艰难险重任务，他
总是精心组织。去年正月在抢修机车掉
道任务中，他顶风冒雪与班组成员一
起，安全及时完成了抢修任务。此外，去
年他还带领组员完成了金昌冶炼厂精
砂库车辆掉道抢修，余家村高边车掉道
抢修的任务，深得好评。

作为一名班组长，刘建甫在班组安
全和其他方面严格管理，通过与组员积
极沟通，及时掌握和了解组员的思想动
态，遇到家中有困难的职工，他总是尽
最大努力帮助解决，把职工的积极性调
动到生产中。在他的带领下，班组建设
规范有序，荣获了铜冠物流公司优秀标
准化班组称号，他本人也多次荣获该公
司标兵、优秀班组长等荣誉称号。

王树强 张宇飞

刘建甫：为车辆修理尽心尽责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文体
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健
身的良好氛围，4月 30日上午，矿产
资源中心举办了“庆五一、迎五四”登
山活动。该中心近 60 名职工经过 1
个小时的努力，陆续登顶铜官山。在享
受登山乐趣的同时，该中心职工积极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主动将山路边的
垃圾带回到垃圾回收处。

傅大伟 蒋涵森

矿产资源中心举办
“庆五一、迎五四”登山活动

本报讯 日前，为学习宣传贯彻
《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切实维护好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
利益，更好地保护女职工身心健康，铜
冠冶化分公司组织各基层单位女工干
事、女职工代表召开了《安徽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学习交流座谈
会。

座谈会上，该公司工会相关人员
就 《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中对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哺
乳期、更年期的劳动保护、生育待遇、
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法律责任、女
职工禁忌从事劳动范围等相关内容进
行了认真学习宣讲。女工代表结合本
单位和岗位实际，就目前女工工作开
展情况以及对《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学习后的认识与体会踊
跃发言。与会女工一致认为，开展一系
列有益女职工身心健康的特色活动，
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签
订，都是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得到极大保障的一种体现，很大程度
上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立足本职岗
位，充分发挥女职工自身的优势和特
点，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汪凤娟

铜冠冶化分公司
召开女职工专题学习座谈会

近十多年来，对于厄尔尼诺现象
的报道在中外媒体上经常看到。日前，
笔者从铜陵市气象台获悉，受厄尔尼
诺影响，今年以来，铜陵天气少见阳
光，过于频繁的雨水天气让更多市民
感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气
象专家说：“今年 2 月份，全球气温再
创新高，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 2
月，从目前情况来看，2016 年可能是受
厄尔尼诺现象非常严重的一年。”

据央视报道，厄尔尼诺现象已影
响整个世界。非洲埃塞俄比亚出现几
十年来最严重干旱, 粮食产量减产一
半；亚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月初遭
遇特大暴风雨，有“沙漠之城”之称的
首都阿布扎比瞬间变成“水乡”；南美
洲的阿根廷南部暴雨导致洪水将大量
毒蛇冲上岸边，甚至跑到居民家里，许
多旅游景点被迫关闭。凡此种种，有人
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种“无关”论的说法是不
对的。近来，我国华南地区持续暴雨成
灾，入汛时间提前。今年初，华北和包
括我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最强寒流袭击
导致蔬菜生长受到严重影响，菜价大
幅度飙升，铜陵很多市民反映菜价太
高。最近的连阴雨天气，导致我省乃至
华东、华北整个小麦产区的小麦生长
受到病虫害的侵袭，据农业专家估计，
今年午季小麦产量将比去年有所下
降；连续的阴雨天，导致我们的矿山防
汛加大投入，生产成本升高。难道说，
这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吗？

笔者认为，身为“万物之灵”的人
类是地球上的王者。大家真正需要重视
的是厄尔尼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需要
我们每个人做出努力去减少它，遏制
它，把“低碳出行”、“低碳生活”等保
护环境的措施落实在行动上。殷修武

老百姓也要关注厄尔尼诺现象

“五一”劳动节当天，铜山矿业公司员工利用工作间隙，开展办公楼大院内环境卫生整治义务劳动。该公司从点滴做
起，加大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力度，在为员工创造良好作业条件的同时，营造整洁、干净、优美的矿区环境。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4月 22 日，一支由 20 余名青年志愿者组成的绿色骑行队拉开了安工学院
2016 年世界地球日系列主题活动的帷幕。本次骑行以“践行绿色生活·你我一骑
行动”为主题，旨在倡导低碳出行的生活方式，宣传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以实际
行动号召并带动广大市民践行绿色生活，鼓励市民关注和选择低能耗、低污染和
低排放的绿色出行方式。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4月 28 日，金冠铜业分公司举办了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等系列文体活动，以
丰富广大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喜庆氛围。此次比赛
吸引了该公司 60 多名员工参赛。

图为正在进行的乒乓球单打比赛场景。 汪秀志 摄

4月 30 日，冬瓜山铜矿团委举办“五四”青年乒乓球友谊赛。此次活动，不仅为
广大团员青年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丰富了该矿青年业余文化生活。

徐文斐 摄

举办“营改增”专题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