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调转促是经济发展的
永恒主题, 更是实现新常态下新发展
的根本之举。“十三五”期间，要通过
调转促解决目前集团公司发展不足、
发展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调结构上，就是要推动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及其
内部结构，用结构优势提高竞争优势。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矿山、冶炼、加工
的橄榄型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
以达到有效平抑市场风险、获取最大
价值的目的。通过“十三五”努力，使
冶炼原料自给率在“十二五”末的基
础上增加一倍，铜加工材产量与电解
铜产量比重在“十二五”末的基础上
增加一倍。产品结构方面，重点发展
“高、精、特、新”附加值高的产品，产
品档次向中高端迈进。

转方式上，就是推动发展主要由
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是推进
科技创新。围绕集团发展重点，充分运
用智能化、绿色化制造技术，组织实施
一批需求迫切、急需突破技术瓶颈制
约的科技重大专项，攻克一批共性关
键技术。“十三五”末，主要生产工艺
技术装备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同
行业先进水平，综合能耗及环保指标
达国内领先水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创建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二是推进

模式创新。铜陵有色有着良好的创新
基因。新模式办矿、期现联动商务模式
等等都是坚持创新的成果。“十三五”
期间，集团公司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
形成更多的创新模式，引领企业发展。

促升级上，就是推动产业层次由
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由低盈利水平
向高盈利转变。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提高全要素使用效率，攥紧拳头、集中
资源发展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强做优；
经长期实践说明难以发展的业务单元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调整和优化，
这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适应经济新
常态的必要，也是人企共同发展的需
要。二是形成更加成熟有效的盈利模
式。结合各产业发展趋势，针对产业特
点，紧盯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运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和新商
业模式，探索建立和完善各产业和企
业盈利模式，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
环境。三是实现产能输出与合作。顺应
国家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
机遇，通过央企、知名企业合作等多种
合作形式，抓住“一带一路”、中国制
造 2025 等重大战略实施的机遇，推
进集团公司冶炼、矿山等优势产能和
技术、装备输出，寻找新的增长点。

实施四个战略，即 “创新驱动发
展主业，产融结合提高效益，多策并举
开发资源，持续提升循环经济”。在创

新驱动发展主业中，要推动科技创新、
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等，以创新驱动集
团公司矿山、冶炼、加工等主业进一步
发展。

在产融结合提高效益上，要依托产
融结合、工贸结合，创新商业模式，提高
实体生产能力利用率和整体盈利水平，
拓展各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壮大金融
贸易规模，扩展金融服务领域，设立产
业投资基金，结合集团公司海外生产基
地需要，在海外设立贸易和融资平台。

在多策并举开发资源上，要按照
“立足安徽、内外扩展，盘活存量、稳定
增量”的方针，积极推进现有资源开发
利用，逐步建成稳定的国内外资源储备
和原料供应基地。同时，大力发展再生
金属产业，扩大再生铜生产规模，推进
“城市矿山”建设。

在持续提升循环经济上，要按“高
效利用资源、贡献社会进步”企业使命
的指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提高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提升企业抗风险能
力和盈利能力。

“十三五”规划目标已经确定，实
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在集
团公司正确领导下，全体职工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扎实工作，全力推进集团
公司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努力开拓集
团公司发展新境界，“21155”规划蓝图
一定会实现。 本报记者 王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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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先锋，作表率模范；树形象，
比敬业奉献；让共产党员的称号在职
工群众中响起来、名字亮起来、作用显
出来……”这是近日冬瓜山铜矿运输
区党支部书记徐南信在该区开展的一
堂“微党课”学习上的开场白。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是矿山采、运、
提、选一条龙生产工艺中的重要一个
环节，井下负 875 米运输每年担负着
井下 400 多万吨的矿石运输任务，被
称为全矿井下运输生产的“生命线”。
工区党支部始终把“亮身份、作承诺、
当先锋、树形象”抓在日常、做在平
常、严在经常，紧密围绕生产经营中
心，不断加强党支部建设，以固堡垒、

亮身份、树形象、铸辉煌为己任。近年来，
该区党支部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陆
续开展了“我是党员，向我看齐”、“一
名党员一面旗”、“运输线上党旗红”
等特色活动，要求全区党员难事走在
前、急事跑在前、险事冲在前、重事干
在前，做到挺身而出、冲在一线、攻坚
克难,引导见贤思齐,凝聚强大力量,
铸就坚强堡垒。在生产经营、安全管
理、降本增效等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在全区职工中树立了讲奉献、有
作为的共产党员良好形象，有力地促
进了安全生产。

为认真贯彻落实“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让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其学习教育
的重要意义，激发广大党员岗位奉献的
热情和信念，为提升党课的实效，该区党
支部在教育主题、内容、形式上不断探索
和创新方法，利用网络平台开设职工
“手机微信”群课堂，结合学习教育，及
时发布当前形势任务，时事政治，法律法
规，安全生产管理以及技术业务知识等
内容，要求广大职工就该区安全生产、降
本增效以及党建工作建言献策。为最大
程度地调动党员学党课的积极性，党支
部根据当前形势，结合身边人、身边事和
职工个人的工作学习体会，定期选取推
出“微党课”学习素材，把上党课与解决
实际工作问题结合起来，为生产经营工

作服务，力戒长篇大论式的说教，变宣讲
为利用图文并茂、短小精悍的展板来展
示，一堂堂生动的“微党课”将“大”课
堂变为“小”讨论，让党员职工入耳、入
脑、入心可学，受益匪浅，教育深刻。

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矿标兵、
该区维修班班长洪光发在听完微党课
后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名党员，在
任何岗位、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
要铭记党员身份,履行党员义务,不断
增强党员意识，真正把合格的标尺立
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
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 让党旗在矿山
上空高高飘扬！”

左 勇

“微党课 ”释放大能量

本报讯 近年来，铜冠地产公司
在文明创建工作中积极投入，采取
“四化”措施，扎实推进“道德讲堂”
建设。

场所固定化。将该公司 11楼会议
室设置为“道德讲堂”固定场所，制作
背景墙、宣传画，营造道德讲堂氛围。

教材本土化。利用“铜陵好人”、

“有色好员工”等评选活动契机，积极
引导职工走上讲台，讲身边人、讲身边
事、讲自己事，切实做到用身边人教育
身边人，用身边事影响身边人。还邀请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到员工中言传
身教，让“道德讲堂”变得鲜活和丰满
起来，使员工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迅速
提高。

管理规范化。制定了道德讲堂日
常管理制度，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
活动、有成效。

活动常态化。将“道德讲堂”建设
与创先争优、中心组学习、学习型企业
建设结合。

铜冠地产公司还将思想教育化为
实际成果，成立了以团员青年为主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三年来组织党团员骨
干参加义务劳动 10 多次，参加公交站台
及交通路口 “文明劝导” 活动 100 多人
次，深入社区、养老院等常态化开展以“学
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为主题的志
愿服务活动。为加强网络文明宣传力度，
由团委牵头成立由大学生组成的网络文
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开通微博、博客等，每
月发表博文 2 篇、微博 25 条，积极开展网
络文明传播活动。

王松林 殷 虎

铜冠地产公司道德讲堂有声有色

本报讯 “矿产资源中心实验
室主要承担集团公司内部各矿山及
其周边地区矿产资源勘察评价工作
中岩矿样品的化验分析工作。在样
品加工工作量越来越大的现状下，
承担着矿样加工和管理工作的实验
室加工间，正努力探寻如何在保证
加工质量的前提下缩短每批次样品
的加工时间，以提高加工间生产效
率，从而提高实验室对中心地质工
作的服务效率。”11 月 18 日上午，
矿产资源中心召开 QC 成果发布
会，姜峰作为该中心实验室加工 QC
课题小组的代表，就《缩短实验室加

工间样品加工时间》课题进行 PPT 演
说。

围绕企业年度方针目标，该中心此
次发布的 QC 成果共 9 项，主要以取得
成效的现场型和攻关型课题为主，内容
涵盖了生产、经营、服务、管理、技术等
多方面。发布会现场，各 QC 小组代表
在详细解说选题背景、现状成因、对策
制定、实施效果及巩固措施后，由评审
团队从企业管理、管理创新、专业技术、
质量控制、演示效果等方面提出专业意
见，并进行评分，最终评选出优秀课题
两项。

萨百灵 高兴宇

矿产资源中心召开QC成果发布会

本报讯 为确保“安徽好物流”
交易平台在铜冠物流公司金运物流
分公司如期顺利上线运行，铜冠物
流公司金运物流分公司于近日组织
调度员、业务员和统计员等岗位的
20 多名职工和班子成员，接受物流
交易平台操作的业务培训，使大家
掌握“安徽好物流”交易平台相关
内容。 汪开松

举办物流交易平台操作业务培训
铜冠物流公司金运物流分公司

本报讯 11月 16 日，铜冠物流
金铁分公司工务段组织十余名线路
工对建华铁路道口平交铁路线进行
整改。

据了解，建华道口平交铁路线是
连接余家村和横港铁路站场之间的
惟一一条主干线，线路使用频率高，
造成钢轨路基下沉，为确保行车安

全，该段组织人员将平交道一侧的两根
长 12.5 米的标准钢轨取出，在该路基下
方垫上适中的钢板，提高路基硬度，经过
两天的连续施工，排除了安全隐患。与此
同时，该段对此路段采取半开放状态集
中作业，保障公路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修整建华道口平交铁路线排隐患

近日，铜冠建安土方设备公司组织女职工学习《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政策解读、宣传册、婚育之友等相关资料，增强女职工的维权意识，使广
大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受到保护。

图为计生专干到现场为女职工宣讲计生政策。 王松林 胡文武 摄

日前，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厅主办，安徽省话剧院、安工学
院承办的 2016 年“校园大舞台———徽风皖韵进高校”话剧专场演出在安工学院大学
生活动中心上演，来自安徽省话剧院的艺术家们以精湛的表演技巧演绎了《小话西
游》，为学院 500 多名师生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视听盛宴。此次演出丰富了学生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成为该学院校园文化活动的一大亮点。 萨百灵 徐婧婧 摄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开拓“十三五”发展新境界

铜冠电工
公司漆包线分
厂职工日前正
在立式漆包机
前生产作业。
铜冠电工公司
下半年以来通
过实施三级工
艺纪律检查制
度，着力推行
产 品 批 次 管
理，加强过程
控制，进一步
提升了主产品
成品率。目前
漆包线成品率
达到 97.86%，
创历史最好水
平。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自 11 月中旬以来，凤
凰山矿业公司积极组织中层管理人员
参与年度考核测评。

年度考核测评是该公司为进一
步加强所属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充
分发挥职工代表民主参与、民主监
督管理作用，全面、及时、客观、准确
掌握该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思想政治
素质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而开展
的。该公司成立了以矿长与党委书
记牵头的测评考核领导小组，并由
该公司党群工作部具体负责测评考
核等工作。

据悉，此次对中层管理人员的测
评考核，以《凤凰山矿业公司中层管
理人员管理办法》 为依据，主要从
“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并结合
2016 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对中层管理
人员进行测评考核。具体内容涵盖到
道德水准，政治理论水平，办事公道
正派，原则性、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
在领导管理水平和勤勉情况，工作实
绩等方面也有具体规定。同时涉及到
不以权谋私，不私设小金库，预防和
控制腐败，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

面。
该公司此次年度考核只进行书面述

职，不进行口头述职，考核对象按照考核
内容要求，认真撰写好述职报告。述职报
告要全面、客观、真实，要依据岗位职责，
采取写实手法，注重讲明个人在实际工
作中担当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既要讲
成绩，也要讲问题和不足。

该公司将组织职工代表民主测评，
按照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客观
公正的综合测评，在中层管理人员之间
同时进行相互测评。考核结果实行百分
制，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四个等次，分值在 70 分以下为不称职，
70 至 79 分为基本称职，80 至 89 分为
称职，90 分以上为优秀。考核结果经
综合评定对后二名同志实行诫勉谈
话，连续两次在年度民主测评中不称
职票均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或连续三
次在民主测评中得分后三位的，实行
降职或免职处理, 有关待遇按岗变薪
变的原则执行。同时这一结果还将作
为今后晋升和调整 A、B、C 岗档工资
的依据之一。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实施考核测评

芮璋龙是凤凰山矿业公司工程车
间一名深孔打眼工。多年来，他给同事
的印象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作为一
名普通党员，他用埋头苦干的业绩赢
得了凤凰山矿业公司“党员之星”的
光荣称号。

熟悉矿山的人都知道，深孔凿岩
是多人联合操作，需要操作者密切配
合。芮璋龙说他工作的每一天，最担心
的就是“安全”。生产中，他时刻提醒

身边的操作人员注意安全，工作中他
坚持在最累、艰苦的工序上操作。深孔
钻杆的上下操作，由于凿岩时岩浆沿
着钻杆四处飞溅，操作者每天下班都
像泥人，作为共产党员，芮璋龙始终坚
持在上下钻杆的工序中操作。

今年 9 月，在凤凰山矿业公司负
560 米中段吊罐工程孔上掘中，面对
施工中遇岩石破碎，打眼中卡杆、孔向
跑偏等问题，芮璋龙提出改进施工方

案，以降低气缸推力，减缓上掘速度，解
决了卡杆、孔向跑偏等问题。为保作业
安全，他每天进入作业面首先检查各项
安全，在他和深孔组的同事共同努力下
保质保量完成了施工任务。

整整一个月，芮璋龙没有安排自己
休息，在任务完成后，他积极主动奉献
公休日参加井下负 500 米中段提矿工
作中。仍然是重活脏活抢着干，在安全
上一丝不苟———每辆矿车上罐提升前，
他都要细心检查罐笼阻车器是否阻牢，
安全高效圆满地完成每次提矿任务。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芮璋龙：用小事感动工友的“党员之星”

本报讯 11月 23 日 21 时许，铜
陵风雪交加，气温降至零下，却没有阻止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施工的脚步。在该公司
承建的陵江饭店停车楼施工现场，机械轰
鸣，人头攒动。经过大半夜的劳作，该公司
安全顺利地完成首批构件卸货工作。

陵江饭店停车楼工程是钢构公司
今年承接的最大的市内工程，停车楼
设地下 1 层，地上 8 层，建筑高度
23.64 米，总建筑面积 7641.65 平方
米，构件数量多，安装控制精度要求
高，现场施工工期要求紧张，任务重，
加之位置处于城市主干道，场地狭小，
每一批构件只能在晚上进场；没有材
料堆放场地，进场构件需一次性就位，
随即展开吊装工序。

按照 11 月 25 日吊装的计划，第
一批构件必须在11月 23日全部就位，
该公司提前落实冬季施工方案和夜间
施工安全专项方案并交底到每位作业
人员，在作业现场和马路快车道处拉
设警戒线，提前做好雨雪天气的防滑、
防冻措施，安排专人清扫地面积雪，对
构件的棱角部位进行包扎保护，保证
了现场施工安全。 陈 潇 谢玉玲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冒雪完成构件卸货工作

金秋十月，是有色置业公司铜矿
老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生产的高
潮，为了实现按期完成工程土方及支
护桩施工任务，铜矿老区项目部全体
人员全力以赴，抓进度，赶工期。

如何处理好施工质量、安全与施
工进度的矛盾，成为铜矿老区项目部
全体人员工作的难点之一。他们始终
把施工质量、安全控制工作放在首位，
以质量安全受控保施工进度落实，牢
记质量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切实做好
施工质量安全控制工作。质量管理上，
从源头抓起，所有材料进场前均要求
进行检验，检验不合格的材料一律不
得进场使用；针对水中大直径人孔桩
施工，项目部督促施工方认真研究地
勘资料，优化施工工艺，严格控制开孔
顺序，对不良地质情况提前制定各项
预案，加强施工过程控制。

该项目是铜陵市棚户区改造重
点,其占地面积 17229.62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86037.39 平方米，框架剪
力墙结构。其中 9 号楼地上 26 层，
建筑面积 35032.74 平方米；8 号楼
地上 27 层，建筑面积 15655.28 平方
米；商业 1 号、2 号、3 号、4 号、5 号、
6 号地上三层，建筑面积 8443.67 平
方米。工程预计 2018 年下半年交付
使用。截至目前，项目部土方开挖工
程量基本接近尾声，支护桩小应变
检测已完成。

邓雪峰

质量安全 责任重于泰山
———有色置业公司棚户区改造质量安全控制工作纪实

周昌杨同志逝世
铜陵有色矿产资源中心离休干部

周昌杨同志，因病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 12时 12分不幸逝世，享年 85岁。

周昌杨同志生于 1931 年 1 月，
江苏泰兴人，1948 年 7月参加革命工
作，先后在人民解放军任战士、通讯
员、班长、副排长、排长；1959 年在铜
陵市劳动局任科员；1973 年在铜陵有

色公司工程队、修建部任科员；1982
年，先后在有色地质队知青队、调研室
工作；1984 年 10 月离休。

周昌杨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 9 时 40 分在市
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矿产资源中心
2016 年 11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