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张家港铜业公
司抢抓市场机遇，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企
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 1 至 5 月份，在国内原料市场
竞争激烈、原料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组织
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公司在去年扭亏为
盈的基础上继续实现了持续盈利，交出
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今年以来累计生
产电铜 12.28 万吨，单月产量均在 2.45
万吨，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各项经济技术
指标稳中向好，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经济
效益显著提升……”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
笔者，下一步，该公司在积极开拓原料市
场、加大原料组织力度的同时，将千方百
计提高生产组织能力，努力向全年电铜
产量 30 万吨目标冲刺。

“进入 5 月份以来，精炼车间在各工
段开展了单炉产量台阶赛、重油单耗和炉
时对抗赛，对每个工段实行单炉考核，当
月兑现。”生产部副部长、精炼车间主任陈
长顺告诉笔者。该公司通过新上阳极炉自
动化控制系统，将重油全氧燃烧、烟气在
线控制全部实现自动化、机械化操作，不
断改善一线工人的现场作业环境，降低了
劳动强度，使一线员工干劲大增，单炉产
量都在 220 吨以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
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除了千方百计稳定生产外，为了努力
实现预期目标，该公司还切实转变经贸思
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进一步优化原料结构。根据市场状况，该
公司整合商贸团队力量，深入全国重点区
域原料市场，充分发挥张家港临江近海的
区位优势，不断拓宽原料采购渠道，大力
开拓杂铜市场，国内原料客户数量较去年
增加 30%。同时，该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原
料市场，使进口铜原料有所提高。在主产
品销售上，将依托较为成熟的销售模式，
面向浙江、上海和苏中地区，不断开发下
游新用户，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
量，大力开拓 PC 电铜市场，进一步提升
市场形象。

“今年我们进一步转变经贸思路，在
积极稳健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司具有铜
原料自营进口的优势，密切关注国内外市
场差价，扩大进口量，抢抓机会效益。1 至
5 月份，我们国外进口量较去年增加了
40%，为打开国际原料市场拓展了空间。”
该公司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任尔彤认为。
随着国内新建铜精炼企业的建成投产和
达标达产，对铜原料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世界精炼铜仍有一定的缺口量。他说：“联
合铜业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要原
料有保障，到年底，联合铜业绝对有信心
完成 30 万吨电铜产量目标。”

随着该公司 “两化” 融合的深入推
进，能管中心的建立和能源管理体系的
不断完善，企业由机械化逐步向工业自动
化、智能化转变，并借助沪通铁路的建成
通车和临江近海的区位优势，大力实施
“工贸结合”和“产融结合”，超前谋划
好“以工厂为基础，以金融贸易为纽带，
以物流、仓储和稀贵金属综合贸易为配
套”的总体发展思路，加快企业向中国制
造 2025 全面转型。该公司行政负责人吴
立成信心满怀地说：“优秀的企业坚持持
续地改革和不断地创新。加快企业转型
升级，不仅要在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上转
型升级，更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来支撑转型
升级。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抢抓了环保
技改和转型升级的先机，赢得了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先机。”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
今年电铜产量剑指 3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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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5 日上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赴铜山矿业
公司召开扭亏脱困工作现场办公会。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新付
主持会议，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会
计师汪农生，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杨军听取了该公司负责人
对近年来生产经营及资源储备、探矿
工作进展等情况汇报，就该公司进一
步优化生产组织、加强基建探矿、深化
降本增效等问题与参会人员深入探
讨，共同想办法、出妙招、解难题，并对

该公司全力控亏减亏工作提出要求：一
是要敢于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有问题
不可怕，就怕不能正视问题，铜山矿业公
司干群，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清醒地认
识，不仅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要想
尽一切办法去解决问题，不能让问题演
变成“黑洞”。要善于打破常规思路，创
新思维与方法，以壮士断腕、“刀刃向
内”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赢扭亏脱困
工作攻坚战。

二是要层层传递压力。面对问题一
定要有压力，广大干群要有解决问题的
紧迫感和危机感，要将压力传递到每一

位员工，加大绩效考核力度，拉大二三线
与一线岗位收入差距，发挥考核指挥棒
的作用，做到员工收入与减亏效果紧密
挂钩。不仅要严控生产、人工、外委等成
本，算好经济账、效益账，千方百计改善
经营指标，还要抓好人员和生产系统两
大重点问题，统筹安排，综合考虑，切实
提高矿山各项经济技术指标。

三是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亏损不可怕，最怕的是面对亏损束手无
策。铜山矿业公司要针对当前存在的状
况，不能停留在局部的小改小革和挖潜
降耗上，要进行颠覆性、系统性的调整和

改革。广大干群要有敢于攻坚的信心决
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想办法，要尽快
找准和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领导干部
要起到带头作用，主动积极作为，凝聚全
员智慧和力量，带领员工苦干实干，在控
亏自救上下功夫，要努力取得显著效果。

四是要抓实抓牢安全环保工作。企
业再困难，安全环保不能有丝毫放松。要
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必须要真抓实
管，守好守牢安全环保工作的“红线”和
“高压线”，实现“零工亡”目标，努力确
保安全环保工作万无一失。

本报记者 夏富青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
杨军在铜山矿业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上指出：

“小吴，合理化建议表格还有没
有？再给我两张。”5月 15 日早上 7
点 30分，笔者刚到天马山矿业公司
选金车间碎矿大班，刚上完大夜班的
生产工丁子巢就匆匆跑过来要表格。

“合理化建议表格啊，有哇！不
是，之前给你的三张表，你都填完
啦！”笔者疑惑地问。

“填完了，不然我找你干吗！我
还有好的建议要提呢，再给我两张。
哦不，给三张，我怕不够。”丁子巢拍
拍胸脯说。

“小丁啊，‘脑黄金’开动的不
错嘛！”维修班长吴胜拍拍丁子巢肩

膀夸赞道。
“那是，我们生产工天天生产在

一线，只要开动‘脑黄金’啊，提得建
议绝对是‘金点子’。”丁子巢自豪
地说。

“啥意思啊，我们维修工就不是
天天在一线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啊。小
吴，给我六张表，我也让班里成员开
动开动‘脑黄金’。”维修班长吴胜
笑着说。

“呵呵，好哇，合理化建议就是
要大家人人参与，人人争献 ‘金点
子’。小吴，赶快把表格给他们分
好。”前来巡查工作的车间主任孙业

友见此一幕，喜不自禁。
5 月份以来，该公司为发挥广大员

工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广大员工在生
产经营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公司
范围内开展以“对标挖潜、提质降耗”
为主题的合理化建议月活动，重点围绕
对标挖潜、提质降耗，成本控制、安全环
保、工艺改造、企业管理等方面广泛开
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同时，结合生产实
际，在工作中发现问题，确定内容，并特
别注重发挥技术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
的作用和优势，集思广益，开动“脑黄
金”，为该公司的发展争献 “金点
子”。 吴奕敏

开动“脑黄金”争献“金点子”

本报讯 当前，在国有企业改革进
入到关键时期，如何讲政治，弘扬敢于
担当作风，忠诚履责、尽心尽责，拼搏实
干、奋发作为，善谋善为当好企业改革
发展“领路人”，5 月 25 日，动力厂党
政领导、技术高管、副科以上管理人员
近 30人，围绕这一主题，大家开展了专
题研讨。

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必须要坚定理
想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党的最高理
想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之中，抵御各
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先
进性；必须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
力，增强政治、大局、核心和看齐意识，
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定，确

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主动向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确保企业的
改革和发展在中央和上级有关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精神和要求下运行；必
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带头遵守
党章党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的大局中，守规矩、以上率下，形成风
清正气的良好氛围；必须结合企业改
革发展的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担
当，认真履行职责，重实干、求实效，从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切实解决企
业改革发展的问题，推动企业提质增
效工作，努力打好扭亏增盈攻坚战。

舒兴学

动力厂党委
开展“讲政治，我们怎么讲”专题研讨

本报讯 日前，安工学院召开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动员大会，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该院组织全体员工学习了集团公
司印发的《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中开展“讲政治、重规
矩、作表率”专题教育的方案》，并就
如何贯彻落实好专题教育活动要求进
行了讨论。

该院对前一阶段 “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进行总结，并就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进行
了动员。

下一步，该院将抓住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的契机，以“讲政治、重规矩、
作表率”的标准严格规范党组织党员

自身建设。同时紧密联系学院工作实际，
全面做好规范动作，着力抓好创新动作，
以党建促进中心工作的开展，确保实现
“三坚持”“三增强”“三确保” 的目标
要求。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
题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该院要
求学院上下切实把握“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增强学
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做好规
定动作，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
项任务顺利落实。

在学习教育的进程中，该院要求各
党支部制定具体计划，不断推动工作落
到实处。并坚持进行标准化建设，制定师
德建设、文化建设方案，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保证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取得实
效。 陈 潇 徐婧婧

安工学院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党委紧扣
党建标准化要求，从“动员、摸底、督
导、争创、考核、验收”六方面入手，制
定基层党组织工作“清单”,明确具体
任务和工作标准, 着力提升基层党组
织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
平。

该矿业公司党委下设一个党总
支、13 个党支部，按照“一年达标、二
年巩固、三年提升”的计划目标，制定
下发《铜山矿业公司基层党支部标准
化建设标准方案》，明确基层党建责
任主体和任务要求，突出年度工作重
点，将基层支部党建重点任务分解，列
出整改“清单”。该矿业公司为推进对
标建设的常态化，坚持抓纲带目，把标
准化建设融入到基层党建日常工作之
中，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考

核评价制度，不断规范考核验收时间、自
评考评方式及考核结果运用等内容，形
成精准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提
升基层党建水平的良性工作机制。

为了“争创”有实绩，该矿业公司党
委建立“周督察月通报”达标制度，定期
对各党支部工作进展及任务落实情况进
行督察。对没有达标整改清单和责任清
单的党支部，由党群工作部帮助制定整
改路线图和时间表，实行挂牌作战、挂牌
督办。与此同时，该矿业公司党委结合企
业实际，继续开展好“五好党支部”“四
先党小组”“争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
共产党员”等争创活动，选树基础好、工
作实、成效显、影响大的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示范点，组织开展交流观摩活
动。

程中喜

铜山矿业公司党委
加强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督导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职工正在生产作业。铜冠电工公司继 3 月份漆包线生产创造历史新高
后，4 月份以来漆包线生产继续保持了良好趋势。端午节放假期间，为满足客户需求，确保漆包线交货不受影响，该公司
合理安排班次，组织职工加班作业，较好地保证了节日期间生产稳定。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5 月 25 日，仙人桥矿业公司组织精干力量对该矿业公司井下负 180 米泵房
水泵进行监测。为确保正常生产和防洪防汛的安全，连日来，仙人桥矿业公司加大
排水设备的检查力度。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摄

本报讯 通过自主创新，来完善
安全风险管控方式，促进安全工作稳
步扎实推进，这是冬瓜山铜矿去年以
来实施的安全“保护伞”工作最大的
亮点。

推行“一法一单”管理和辅助
班前安全讲话，这是该矿安全风险
管控主要亮点之一。“一法一单”管
理和辅助班前安全讲话就是这个矿
安全防范上，事前详细制定安全防
范措施、细化安全措施交底，事中落
实安全措施并进行确认，通过车间
区队级派班和班组级派班将执行工
作任务过程中应遵守的具体安全防
范措施交待清楚、落实到位，一年多
来，“一法一单”在这个矿的部分基
层单位已经得到较好的落实，在风

险控制方面有一定效果，获得了铜
陵有色集团公司第二次“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活动自主创新奖。

完善隐患治理闭环管理，即由
这个矿的基层单位自查隐患认真登
记，整改结束后，由基层单位主要负
责人组织验收并签字确认，做好记
录并妥善保管；部门查出的隐患，责
任单位整改结束后，立即向该矿的
安全环保部提出验收申请，由安全
环保部安排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现场
验收，验收合格后，责任单位和相关
验收人员共同在 《隐患整改验收
表》签字确认，并报送这个矿的安全
环保部备案，最后责任单位在网上
销案。

基层单位定期开展针对性检查，

即由该矿的基层单位根据本单位作业
特点，针对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增加安
全自查频次，每月至少开展两次由安
全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隐患排查活
动，并如实记录参加检查人员、检查时
间、检查地点，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销
案。同时该矿还实施了顶帮板岗前安
全确认，即依据作业点冒顶片帮危险
性大小、处理难度将顶帮板危险性分
为一、二、三级，进入井下工作面开始
工作前，必须对作业面顶帮板进行检
查确认，并填写顶帮板岗前分级安全
确认单。通过管理创新，不断改进管理
方式，对较为成熟有效的管理方法加
以固化，确保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
高。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汤菁

冬瓜山铜矿完善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成效明显
“一法一单”管理受到国家安监总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