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的各类赛事评委席上，多是技
术权威或领导当考官，6 月 16 日，冬瓜
山铜矿充填区开展的一场主题为 “安
全你我同行”安全演讲赛活动，却是由
五位矿嫂来主考。

每逢周五是这个区雷打不动的安
全学习日，6 月 16 日这天的“学习日”
内容是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开展安全
演讲竞赛活动。下午 3 时许，职工派班
室早已是座无虚席，当党支部书记刘宏
庆向大家宣布现场“评委团”是由职工
家属“协管会”五位矿嫂组成时，台下
顿时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坐在评委席上
的查根云矿嫂似乎看出台下几位演讲
选手的紧张表情，于是她不无幽默地说
道：“演讲综合打分，只需在小纸条上画
画就行，难就难在还要逐个点评，我们这
些‘冒牌’考官的心情，可不比参赛选手

轻松。”矿嫂的一句“冒牌”，使现场气
氛有所缓和，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首
先上场的是充填一班青工刘颖，他在题
为《安全的责任比泰山重》演讲中，情真
意切地说道：“人们常把亲情、责任比喻
为泰山，那是因为泰山的雄伟与壮丽。
但是，安全要比泰山高，安全要比泰山
重。这是因为，安全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
落，牵连着每一个幸福家庭……”刘颖对
安全的独到见解，博得阵阵掌声，综合分
打出96分的好成绩。在点评环节，汪忠
玲矿嫂首先发声说：“我十多次听到泰山
与安全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演讲语调
应该一次比一次洪亮，还要有动作。”说
着，她还用手势比划起来：“安全———
比———泰山———还要重！”矿嫂的示范点
评引起场下的共鸣，也给即将上场的选
手以温馨提示。

充填五班选手王庆在演讲中，先是
激昂阐述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接着
又声情并茂地表露“安全至上、亲情无
间”的幸福理念。可是矿嫂黄炜的犀利

点评，让王庆的综合得分大打折扣。原来
黄炜是王庆的爱人，只见她观点鲜明地说
道：“王庆的演讲表情很到位，但其语言
没有什么说服力，最主要的是没有生动的
事例衬托亲情与安全的重要性。”一时心
急的王庆瞅着评委席上的老婆考官，不知
该说啥好。这时，在场的周强区长也觉得
有些不对劲，只见周区长上前询问王庆
道：“你刚才的演讲，怎么与此前递交的
审核稿有改动？”面对一片质疑声，王庆
有些腼腆地说道：“其实，我们井下的职
业卫生实施非常完善，但我还是怕妻子担
心和挂念，就省略了安全生产方面的演讲
内容。”

原以为妻子听到自己的一番 “苦
心”，会给个“同情分”，谁知黄炜非但没
有“高抬贵手”，反到更加“得寸进尺”地
当着全区工友的面说道：“不仅仅是我们
在演讲中要把握、运用‘以身边人讲身边
事，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在生活中，也
同样要多和亲人交流工作事和身边事，只
有更多的了解，每一位家庭贤内助才能从
细微处关心、叮嘱亲人的安全。”

黄炜话音未落，台下已是掌声雷
动…… 汪为琳

矿嫂当“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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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11 日，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在
股份公司总经理蒋培进、董事会秘书吴和
平等陪同下到米拉多项目考察指导工作。

考察期间杨军与同赴米拉多项目考
察的中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刚等进行了交流，并共同在厄瓜多尔
基多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厄瓜多尔共
和国大使王玉林。

杨军向王玉林大使汇报了米拉多项
目的建设情况，感谢大使对项目的高度
重视，并表示公司将进一步做好工作。王
玉林大使指出，铜陵有色公司应在投资
进度、环境审计、桑潘项目问题等方面加
强与厄瓜多尔矿业部沟通，大使馆也将
一如既往地支持米拉多项目。

杨军还在基多拜会了厄瓜多尔矿业
部部长哈维尔.·科尔多瓦。科尔多瓦部长
表示，米拉多项目对于厄瓜多尔具有重
大的战略意义，他将全力支持米拉多项

目的建设与发展。双方达成一致，中铁建
铜冠投资有限公司将与厄国矿业部建立
周会和月会制度，以便及时总结项目发
展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协调和解决。

考察期间，杨军还到承包商营地进
行慰问，同时到水电站、马洽拉港口、瓜
亚基尔港口进行了考察调研。

杨军对米拉多项目现阶段建设取得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下一步项目建设
提出具体要求：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时间
节点，如期建成项目；不断优化工程设
计，严格控制投资；不断提高员工业务水
平，打造国际化建设团队；高度重视安全
环保工作，从源头着手；高度重视公共关
系工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将党建与项目建设紧密结合。

杨军表示对项目建设很有信心，要
求米拉多项目建设团队在提出建设目标
的同时，克服困难全力以赴，为集团公司
争光、为国人争光。 米项

杨军在米拉多项目考察时要求

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时间节点 如期建成项目
6 月 13 日一大早，山区的天

气阴沉沉的，集团公司驻太湖县北
中镇江河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该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彭长月，带着扶贫
工作队的同志和村干部在前往岳
西的路上了，他们此行是调研石斛
管理、深加工和营销事宜的，此前
他们还曾先后到过霍山和邻省的
英山等地了解情况。彭长月说：
“咱们铜冠农业园里的石斛明年
就可以销售了，得提前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此时下起了细雨，山路
更加难行，彭长月指着窗外开玩笑
地对大家道：“越是难行，咱们的
扶贫攻坚战越要打好哟！”彭长月
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连日来的
辛苦和疲劳一下子又转变为兴奋
和憧憬。

时间回溯到 2014 年 10 月，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布置，集团
公司展开了对太湖县北中镇江河
村的扶贫工作，安庆铜矿作为具
体承接单位选派了一名农村工作
经验丰富的管理同志进驻江河村
实施帮扶工作。当时全村贫困户
达 120 户计 384 人，村集体经济
基本为零。经过走访了解，形成贫
困和制约村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山
多地少、交通不便及劳动力资源
匮乏，一些家庭因病因学或遭遇
意外导致贫困等，虽然地处深山
种茶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
是全村上千亩的茶林却只有一个
设备简陋的茶厂，茶农种植的茶
叶往往需要到邻省英山县去销
售，纵然是采茶旺季因途中耽误
时间也难以卖出好价钱。实施帮
扶后集团公司与当地镇村两级组
织一起，根据当地实际状况量身
制定了《江河村三年脱贫规划》，
按照一年主抓一个重点，每年投
入上百万元展开扶贫工作的强烈
推进。2014 年年底，“铜冠农业种
植示范园”项目正式启动，集团公
司投入 60 万元帮扶资金，兴建了
2 亩铁皮石斛种植大棚，并套种了
50亩药用栀子、丹桂、金桂和红叶
石楠等经济苗木。2015 年，集团公
司又投入 28 万元帮扶资金，对村
茶厂进行设备更新和厂房改造，为
壮大集体经济，根据协议将其中
20%资金直接帮扶茶厂，80%资金
作为村集体本金入股，茶厂每年须
返回 2 万元到村里作为扶贫基金
帮扶困难农户。如此既提升了茶厂
的茶叶加工水平，使茶厂由原来每
年只能加工 8 万斤茶叶提高到现
在每年能够制作干茶 20 万斤，茶
叶质量大有提高，甚至远销到了非
洲，当地村民种茶积极性高涨。

2016 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由集团公司投资的 60 千伏村
级光伏电站建成，今年初实现了
并网发电，截至 5 月底，已经上网

发电 2 万千瓦时，预计每年可为村
集体增加 6 万元左右收入。今年，光
伏发电项目二期工程又已经实施，
届时电站将增容至 120 千伏，光伏
发电量将会翻一番。在此基础上，还
深入到村民家中了解他们的迫切所
需，针对一些在山上种植茶叶、木
耳、香菇和灵芝农户所提的本村纱
帽组上山道路窄，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泞难行这一情况，将这条 9.2 公
里长的道路列为帮扶计划，进行了
路面拓宽硬化，并修建了一座跨涧
水泥桥，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上下
山运输，如今村民们可以开着车辆
上山拉运茶叶、灵芝等，有村民自发
地在桥上写下一副 “好政策人人幸
福，小康路户户畅通” 的对联表达
对集团公司帮扶的感激之情。

今年 4 月，集铜冠文化广场、村
民服务大厅和党群活动中心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服务区正式建成并投入
使用，每晚，村民们像城里人一样都
聚拢到铜冠文化广场欢快地跳起广
场舞；村民服务大厅实施“一站式服
务”，极大地方便了村民日常办理事
务；党群活动中心的建立，为村里党
员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开展活动
提供了保障。

干部包户并实施一对一 “精准
扶贫” 是集团公司帮助扶贫户尽快
脱贫的另一项重要举措，从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和集团公
司总经理龚华东到其他领导、高管，
与 24 户贫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按
照因户施策、一户一案的方式，大家
各显其能帮助贫困户脱贫。杨军、龚
华东等多次来到结对帮扶对象家
中，自己掏腰包，主动想办法，引导
他们发展种植、养殖和开展多种经
营等，使他们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
希望，得到了实惠，正在一步步迈向
脱贫致富之路。

今年 5 月中旬，按照省委要求，
为进一步加快扶贫攻坚力度，集团公
司成立了扶贫工作队进驻江河村，选
调了安庆铜矿党委副书记彭长月同
志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江河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工作队驻村后，立
即展开了走访贫困家庭的复核摸底
和走访工作，对前期扶贫工作进行了
细致梳理，制定了新的《脱贫攻坚计
划》，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建
设，发挥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加快村级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当地
大面积种植茶、豆、油菜籽的优势，新
建茶油、豆油和菜籽油等加工产业，
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加强
铜冠农业示范园的管理和推广，让已
经看到石斛致富价值的农户尽快学
会种植，走共同富裕之路等新的发展
思路并已付诸实施，全力确保在规定
时间内按期脱贫。

自集团公司开展帮扶工作以
来，江河村已累计脱贫 61 户共计
213 人，村集体经济也已从无到有，
今年将计划脱贫 77 户 173 人，村集
体经济将有望增收 8 万元。

杨勤华

江河村村民富裕梦越来越近
———集团公司扶贫江河村纪实

在开展第 16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之际，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组织青
安岗岗员开展“青安岗在行动”安全专项活动。6 月 16 日，该公司各团支部
岗员们佩戴“青年安全监督岗”袖章，以技术交流及查处生产现场事故隐患
为重点，开展青安岗互查互纠活动。 萨百灵 封保敏 摄

本报讯 “党员受到开除党籍处
分，几年内不得重新入党？开始抢答！”
提问者话音未落，最先举手的金隆项目
部代经理自信地答道：“五年”。“恭喜
党员积分加10分！……”今年 4月份
以来，在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委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上，经常出现该公司中层管理
人员火药味十足的“争积分”场景。

围绕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该公司在全体党员中推出了“党员
积分制学习奖励”活动，以进一步增强
广大党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全
体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努
力实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总体要求
和工作目标。积分制明确了基础分、加
分、扣分构成的条件，该公司以中心组
学习、三会一课、专题辅导讲座等集中
学习时间，采取随机答题方式，党员答
对题目积分加10分，答题不完全者加
5分，答题不正确不加分。党员的所得积
分由党员所在党支部进行打分、考评，
中层管理人员积分评定由该公司党委
负责组织实施。在此基础上，以分数“说
话”的方式每季度评选十名“学习之
星”，奖励发放相关学习书籍。

目前，党员积分制已在该公司七个
党支部全面实施，党员积分作为民主评
议党员时评定等次的重要依据。积分排
名靠前的党员，优先作为评先评优的推
荐对象，并在绩效考核、学习培训等方
面给予激励关怀。对积分排名靠后的党
员，取消评先评优资格，适当扣减绩效
奖金，由党支部负责人对其进行诫勉谈
话，督促其限期整改提高。

积分制让党支部通过动态记录党
员积分变化情况，以及得分项目、扣分
原因等，形成了完整的党员积分档案，
并定期公开党员积分情况，实现了对
党员的学习教育和管理工作定性评价
和定量分析。 陈潇 丁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积分制”打造党员学习新模式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充分收集
空压机运转时产生的余热，并合理进
行利用，将冷却水通过管道输送洗浴
系统，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员工下班洗
浴难题，还实现了循环利用，每年节省
电费达 20多万元。

据悉，该公司为满足员工洗浴要
求，在矿山综合楼安装了7台空气源热
水系统，供员工三班制下班洗浴之用。
而距离综合楼不远处的压风机房，平时
有数台空压机不间断运行，在负载情况
下，冷却设备的循环水温度高达68摄
氏度左右，空载也能达到45摄氏度。

该公司购买了 3 台余热回收装置
和 2台循环水泵，利用交换机将空压
机余热通过油传递给水的工作原理，
当水箱水温低于 50 摄氏度自动开
启，高于 60 摄氏度关闭，实现自动合
理节能控制，保证浴室正常水温供应。
该公司同时还根据季节变化要求，每
季度调节一次洗浴水温参数，在冷却
循环水温度达不到洗浴要求时，才开
启空气源补充热量。夏富青 陈幸欣

铜山矿业公司挖潜降耗无处不在

本报讯 日前，技术中心选矿研究
所 “一种含碳难选铜铅矿石的回收方
法”发明专利获国家专利局授权。

在当前，含碳难选铜、铅矿石组成复
杂，碳质矿物可浮性较好，铜、铅矿物共
生关系密切，以微细粒嵌布共生，加之方

铅矿氧化后，在磨矿过程中产生的Pb2+
（铅离子）对黄铜矿具有活化作用，在含
碳铜铅矿石分选过程中，常规使用的有
效抑制剂———重铬酸钾，属于剧毒物质，
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且生产成本
较高，这也就增加了铜铅分离的难度。

该项发明专利采用重磁浮联合工
艺回收铜、铅矿物，不需要添加任何抑
制剂，解决了分离难题，环境污染小、经
济成本低，铜铅精矿质量高、互含低，工
艺流程简单，具有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张蓓

技术中心选矿研究所一发明专利获授权

由铜陵市人民政府主办，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市体育局承办的 2017 年大通古镇“随心车杯”全国龙舟邀请赛，于 6 月 17 日
至 18 日在市郊区大通镇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广东、福建和安徽省内 12 支代表队 200 多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前三名的比赛（如
图）。主办方还特邀“水上飞人”和国家水上摩托艇进行水上艺术表演，吸引了四万多市民及周边县市百姓前来观看。

过仕宁 殷修武 摄

杨军（右一）在米拉多项目采矿基建剥离现场指导工作。

“随心车杯”全国龙舟邀请赛在铜陵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