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 陵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E-mail:tlysb@tlys.cn 每 周 二 、四 、六 出 版 1
2017年3月7日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二月初十 第390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总第4218期

本报讯 3 月 3 日至 4 日，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国企党的建设的新要求，研究部
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各
项工作，动员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奋
力推动公司加快改革创新发展。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龚华东、陈
明勇、李文、徐五七、胡新付、蒋培进、丁
士启、汪农生出席会议。股份公司高管，
专家委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党
群部门中层管理人员，各单位党政主要
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参加会议。

3 月 3 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龚华东带领与会人员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摘要，和人民日报相关评
论员文章。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军传达了李锦斌书记在省委中心组理论
学习会暨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培训班上
的讲话精神。

3 月 4日下午，与会人员围绕学习
内容，联系实际进行深入研讨。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铜冠物资
公司、金昌冶炼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分

别就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会
上发言，交流学习收获。

杨军就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进一步加强集团公司党的建设
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坚定不移强化核心
意识。要保持思想上同心，政治上同向，
行动上同步，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切实做到真抓实干、履职尽责，全力
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指示精
神在集团公司的贯彻落实。

二是坚定不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要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坚决纠正和查
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行为，坚决防止
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要进一
步严肃组织生活，集团公司各级党员干
部必须时刻增强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第
一身份是党员，进一步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
进一步提升政治文化，要认真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际行动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

三是坚定不移强化党内监督。要织
密制度之网，织牢监督之网，织紧执纪之
网。集团公司各级党组织要做到不松手，
真正将管业务同管人管作风管纪律紧密
结合起来。公司两级纪委要切实把纪律
立起来、把规矩严起来。党员干部要视监
督为爱护，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学会在
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要让正

风反腐成为集团公司内部的有形之治、
无形之教。

四是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集团公司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上率
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动真碰硬从严
抓，强化问题导向，加强责任传导，强化
责任追究，推动管党治党不断走向“严
紧硬”。要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的最新要求，积极创新方式、强
化措施，积极研究解决企业党的建设面
临的紧迫问题，切实形成集团公司全面
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

五是坚定不移加快改革发展，健全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要加快新项目建设，全力加快公
司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要精细管理，
挖潜降耗，切实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效
益。要加快自主创新，积累更多的核心竞
争力和先发优势。要积极做好风险防控，
全力消除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环保等方
面的隐患，确保企业发展蹄疾步稳、行稳
致远。

会议号召，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十三五”战略规
划，不断强化党建工作创新，努力开创纪
检党群工作新局面，奋力建设“一强五
优”国际化企业集团，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陈潇

集团公司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会

本报讯 3 月 3 日下午，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2017 年纪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纪委七次全
会、省纪委十届二次全会以及省国资
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 2016 年工作，交流工作经
验，部署 2017 年任务。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龚华东、
陈明勇、李文、徐五七、胡新付、蒋培
进、丁士启、汪农生，集团公司纪委委
员，股份公司高管出席会议。专家委成
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单位党
政主要负责人、纪委书记参加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陈明勇主持会议。

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文在会上作

了题为《尊崇党章，加强监督，严肃问
责，坚定不移把集团公司全面从严治党
引向深入》的纪检工作报告，总结回顾
了过去一年集团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成果，部署了 2017 年纪检
工作。

报告指出，2016 年，集团公司纪委
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纪委
六次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围绕集团公
司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年度
经营方针，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强化监察和审计职能，为集团公司改革、
发展、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明确 2017 年集团公司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要求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特别是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届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认真执行省纪
委十届二次全会和省国资委党风廉政建
设会议的工作部署，严肃围绕党内政治
生活，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紧密围绕集团公司第二次党代会
确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集团公司战略
规划和年度方针目标，聚焦主业，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职能，加大效能监察和督察
督办力度，持续深入推进阳光工程，加强
惩防体系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推
进审计工作转型，为集团公司改革和发
展提供有力保证。

会议强调，落实“两个责任”，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两学一做”，
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加大惩治力度，

切实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制
度创新，积极推行执纪审查协作配合机
制；服务中心任务，突出抓好效能监察，
持续推进阳光工程；推进转型升级，努力
构建内部审计信息化体系加强队伍建
设，不断提高纪检干部业务素质。

会议要求，集团公司两级纪委要在
集团公司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勇于担当、扎实工作，为集团
公司改革发展做出新的积极贡献，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上，凤凰山矿业公司、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金隆铜业公司、铜冠建安
公司、铜冠物流公司等 5 个单位纪委负
责人分别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围绕
贯彻中纪委、省纪委全会、省国资委会议
精神，纪检工作报告、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考核细则，以及对集团公司党
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了讨论。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集团公司召开 2017 年纪检工作会议

本报讯 3 月 4日上午，集团公
司党群工作会议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
议中心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
陈明勇、李文、徐五七、胡新付、蒋培
进、丁士启、汪农生出席会议。股份公
司高管、集团公司专家委成员，机关各
部门主要负责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
责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政工部长等参加会议。会议由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主
持。

会上，陈明勇传达了全省组织、宣
传、统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他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党群工作，对于
国有企业发展尤为重要，公司各级党组
织要结合实际，深入学习领会和全面贯
彻执行会议精神。

集团公司党委组织宣传部、工会
（信访办）、武装保卫部分别作了题为
《聚焦主业主责，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
效》《围绕生产经营中心，服务稳定发展
大局，为促进集团公司实现年度方针目

标而努力奋斗》《推进综治创新，打造平
安有色，为集团公司建设“一强五优”国
际化企业集团提供良好治安环境》的交
流发言。

会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集团
公司党建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2017 年，要紧紧围绕加强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进一步统一、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党组织和党员作
用进一步发挥、从严管党治党责任进一

步落实这五项总体目标，坚持加强党的
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努力建
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建工作实效性和
影响力，切实加强对党建工作的组织领
导，为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持续推
进集团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提供坚实的组
织保障。

与会人员围绕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等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思
想、组织、作风建设，严格履行“两个责
任”，加强党性锤炼和道德修养等六项主
题展开分组讨论。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集团公司召开党群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年来，冬瓜山铜矿面

对技改工程数量多、任务重以及掘进
废石掌子面增多的局面，狠抓重点工
程施工管理，保主保重，统一协调，各
项关键性控制工程稳步推进。

为加强施工管理，推进项目建设，
抓好生产衔接的关键点。该矿以加快
60 线以北续建工程为重点，合理组织
生产，保证生产衔接，努力实现持续稳
产。冬瓜山深部开采续建工程的 62
线溜破系统工程于去年 7 月 1 日单
系统投入生产运行，目前系统运行正
常，井下盲混合井系统工程提人系统
已通过国家检测合格，满足提升人员
的要求。负 1000 米中段排水系统掘
进工程量、盲回风井预计在今年 6 月
初掘砌、安装结束。64线溜破系统工
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预计今年底掘
砌、安装结束。

备受员工关注的井下制冷降温系
统工程的工业场地及外部道路工程开
工建设。选矿生产废水处理工程的生化
池内设施、设备等土建和安装工程于去
年 8 月全部结束，具备微生物培养、驯
化和调试的条件。根据北矿院制定的调
试方案，先进行单机调试及自动化控
制、工艺流程的调试。目前已基本完成
污泥接种工作，现正处于污泥的培养驯
化阶段。

去年该矿克服工程紧、任务重、要求
高等困难，突出重点，精心组织，规范施
工，确保了各项关键性控制工程保质保
量稳步推进，为矿山可持续发展提供可
靠的后备接替资源，产品产量铜料完
34010.10 吨，全面完成了生产经营各项
目标任务，连续两年实现了达标达产，实
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汤 菁

冬瓜山铜矿稳步推进关键性控制工程保生产

走进省市重点工程———铜陵有色
“奥炉工程”建设现场，一座座厂房已
经拔地而起，121 米环保烟囱巍峨耸
立，颇为壮观。今年，奥炉工程建设已
由建筑阶段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在熔
炼区域，转炉、阳极炉厂房，主体钢构
已经完工，现场大吊车正在不停地忙
着吊装钢梯和平台。在奥炉底座安装
现场，安装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吊装、
焊接、调试、安装作业，工程技术人员
正在一旁讨论着下一步具体方案。电
解主厂房已封顶，工人们正在厂房内
制作电解槽基础，现场忙而有序。工程
现场，奥炉本体正在加紧制作，工程技
术人员紧盯着制作进度和质量，工人
师傅们加班加点，现场焊花飞舞，如火
如荼。厂区道路和综合管网工程整齐
分布，纵横交错……

今日的成绩见证了曾经的努力。
奥炉工程计划工期是两年，自去年 3
月 18 日，该工程建设正式开工以来，
奥炉工程项目部紧紧围绕 “保安全、
保质量、保工期、保投资”要求，克服

去年持续阴雨及高温天气等影响，发挥
先期建成的厂区主要道路和围墙建设功
能优势，咬准关键线路，推行项目任务清
单制，对照工程节点控制图，以强有力的
管理措施，积极推进工程建设。

工期再紧，安全第一。奥炉工程充分
发挥业主方主导、监理方管理、施工方主
体作用，建立了区域三级安全管理网络，
分专业和属地两个维度推进。在施工单位
之间推动“同业互培”培训方式，相互交
流，彼此影响，共同提升。建立了覆盖厂区
主干道、施工现场等点位的监控网络，动
态掌握施工过程中安全情况。开展高密
度、无死角的现场安全巡查，第一时间在
工程例会、网络和现场曝光台上予以曝光
警示。去年共整改安全隐患263起,查处
“三违”25起、28人次，处罚15500元并
及时曝光警示。在工程每个子项开工前，
项目部主要领导都会和安全、工程相关负
责人对新进场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交底。

质量是工程顺利竣工投产达标的保
证。奥炉工程在质量控制上实行“事前、
事中、事后”过程控制。事前严格工程招

标，对投标单位及预中标资质、实地、规
模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确保有相应施
工能力的施工队伍参加投标。事中加强
工程施工和设备制造“两个现场”质量
管控。在设备制造上，重要合同责任到
人，实施开工审查会、现场检查、性能测
试、安装调试、性能验收五段管控，追求
零缺陷。在工程施工上加强属地管理，坚
持重点工序、重点部位“旁站制”，杜绝
返工。事后加强工程的检查、验收，隐蔽
工程不签字不允许覆盖。同时督促监理
发挥作用，保证质量监管到位。

为实现工程投资节约，严格控制在
集团公司确定的范围之内，该工程深入
推进设备国产化，整个工程进口设备只
占建设投资的 1.25%。持续优化设计方
案，累计方案优化达 67 项，预期产生专
利 6项以上。开展熔炼工序的新型顶吹
炉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预计节约外汇
投资约 500 万澳元。深化商务谈判，加
强市场预测分析，规避市场风险。

为确保工程建设阳光运作，奥炉
工程还与市检察院共同设立了 “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站”，开辟绿色通道查询
工程投标单位信用档案，进行 “关键
点”和“风险点”报备和审查等措施，
预防职务犯罪，维护企业利益。

集团公司总经理龚华东在九届一次
职代会报告中指出，加快铜冶炼工艺技
术升级“奥炉改造”工程建设步伐；推进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和有色金属二次
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两项目开工建设。
针对奥炉工程建设，集团公司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不待扬鞭自奋蹄。根据集团公司新
的要求，结合当前建设实际，奥炉工程重
新细化制定工程进度网络图，根据新的
网络图倒排工作计划，以日保周、以周保
旬、以旬保月，分工明确，有序推进。节后
刚上班，项目部就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务
虚会、收心会、工作会致力节后收心，进
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心聚力，围
绕新的目标，部署安排当前及今年重点
工作。与此同时，工程建设复工前安全培
训工作展开，陆续举办培训班 55 期，
949人接受培训，已最快的速度全面恢
复现场施工和各项工作，集中精力推进
工程建设，勇往直前朝着新的目标迈
进。 齐宏明

为了“奥炉改造”工程早日建成

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 54 周年，3 月 4 日至 5 日，
由铜陵市政府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共同主办的“铜陵市 3·5
雷锋纪念日”活动分别在石城广场、铜都广场举办，市俪人医院（如图）、市中山
医院、铜陵市市立医院以及市残联、市志愿者 200 多人开展为市民义演、义诊和按
摩、理发等公益活动，受到市民欢迎。 殷修武 摄

本报讯 2 月 26 日，赞比亚信息
与广播部部长 Kampamba Mulen-
ga 女士到铜冠矿建公司谦比西项目
部调研，考察了现场项目工程建设情
况，听取了项目部关于该公司的施工
能力、项目进展、赞方员工劳资政策和
中赞员工关系等方面的汇报，调研组
对该公司目前使用赞方员工的情况表
示满意。

调研指出，该公司在建设和发展赞
比亚经济，带动当地居民就业方面做出
了积极贡献。特别对开展中赞员工导师
带徒，为赞比亚培养技术人才和关爱当
地困难员工等方面表达了钦佩和感激之
情。该项目工程的建设加强了两国之间
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中赞传统友
谊。

曾红林 姚玲

赞比亚信息与广播部部长
到铜冠矿建公司谦比西项目部调研

图为研讨会会场。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