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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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六月十一 第395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总第4269期

本报讯 6 月 28 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到铜冠冶化
分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等工
作。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丁士启陪同调研。

在铜冠冶化分公司，杨军径直来
到刚投产不久的年产 10 万吨精制硫
酸项目现场，察看了该项目工艺流程、
化验室和调度监控系统，听取了精制
硫酸合资方负责人对该项目建设、生
产和销售情况介绍。杨军对该项目建
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精制硫酸项目建设起点高，见效快，生
产产能和产品品质达到和超过设计要
求，市场销售品牌效应也得到初步显
现。但还要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拓展客户，产品还要提品质、上档
次，抢抓市场销售价格较高时机，尽快
收回投资成本，并要根据整个酸硫生
产系统，统筹安排，尽早上精制硫酸二
期项目。

杨军还听取铜冠冶化分公司负责
人就该公司今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状

况、安全环保、后期发展规划等情况汇
报，并就该公司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一是要立足循环经济发展思
路，大胆尝试新工艺、新方法，统筹综合
考虑，提升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寻求经
济发展最大化；二是要紧盯市场发展方
向，把握市场脉博，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和加强重大项目储备，对老旧生产工艺
和市场低端产品要进行调整，找到“症
结”后要敢于对症下药，生产出高附加
值产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三是要
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工作，加强技改投入
力度，严格遵照国家标准要求达标排
放，确保安全绿色发展；四是要把降本
增效工作做为企业永恒的主题来抓，强
化绩效考核，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千方百计提高企
业盈利能力，让企业走出发展困境。五
是要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做到从严
治党，发挥国企党建特色优势，让党建
工作和企业发展相融合、相促进，实现
人企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夏富青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能力因变而变走出发展困境

杨军在铜冠冶化分公司调研时指出：

本报讯 7 月 1 日上午，在全国
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6 周年
之际，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年
产 330 万吨采选项目重负荷联动试
车一次性成功，为建党 96 周年献上
了一份厚礼。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胡新付，党委委员、股份公司
总经理蒋培进，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刘道昆，集团公司战略发展部、生产
机动部、安全环保部、安徽铜冠（庐
江） 矿业公司及参建各方代表参加
了重负荷联动试车仪式，共同见证
了重负荷联动试车成功这一重要时
刻。

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简
称沙溪铜矿）属铜陵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坐落于安徽省合
肥市庐江县泥河镇沙溪社区。系省
861 重点项目，矿山属于大型深井斑
岩型铜矿山，2008 年开始地质详查，
2013 年 7 月正式动工建设，矿山生产
系统基本建成，矿山达产后生产规模
为年采选 330 万吨。

在试车仪式上，集团公司党委委
员、股份公司总经理蒋培进发表讲话。
蒋培进说，沙溪铜矿项目建设总投资
17.5 亿元，是铜陵有色上市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也是集团公
司自主设计、自主建设的铜矿山项目，
从地质勘探、项目设计、施工建设到工
程监理，全部由集团公司成员企业承
揽，集聚了集团公司各方力量和智慧，
标志着集团公司具备承揽矿山建设项
目 EPC 的实力，其意义重大，增强了
集团公司“十三五”大力发展以金融
贸易为核心的现代化服务业的道路自
信。

蒋培进指出，当前，集团公司正
进入建设“一强五优”国际化企业

集团的新的发展时期，资源开发始终
是重点战略。希望铜冠（庐江）矿业公
司科学应对矿山先天禀赋不足的挑
战，继续抓好后续建设，加速项目达标
达产步伐，为铜陵有色做大做强铜主
业发挥积极的作用。要秉承“高效利用

资源，贡献社会进步”的使命，紧紧依
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努力将项目建设成为“技术领先、成本
最低、模式创新” 的新型绿色生态矿
山，用一流的工作业绩回馈社会，繁荣
振兴地方经济。

试车仪式上，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胡新付，党委委员、股份公司总经
理蒋培进，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道昆等
领导共同启动了重负荷联动试车开车按
钮（如图）。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通讯员 潘小祥

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重负荷联动试车成功

本报讯 为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剥离企业办社会，为企业 “瘦身健
体”，日前，铜山矿业公司与铜山镇政
府签署了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框架协议，标志着该公司社会
职能分离移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铜山矿业公司是一座有着 60 年
开采历史的老矿山，自建成投产以来，
一直承担着职工家属区及周边农村的
“三供一业”职能。2016年以前，已经
完成了供电7629户、供气7629户、物
业717户的分离移交工作。但是至今仍
然承担供水和物业管理工作，每年要支
出数百万元费用。党中央、国务院“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政策实施后，该公司
立足政策要求和企业发展大局，高度重
视并抓住这一难得契机，将其作为一项
重大的政治任务列入公司重点工作来
抓，积极作为，稳妥应对，认真做好“三

供一业”社会职能全面移交工作，助力
企业轻装前进，加快发展。

在分离移交工作中，该公司坚持
先移交后改造原则，成立了由行政负
责人任组长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领导小组及专业工作组，明确工作组
成员工作职责，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
具体人，制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工作
内容和进度。同时，多次与铜陵市郊区
和铜山镇政府沟通联系，在具体问题、
主要工作上达成共识，完善《职工家
属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方
案》, 期间，按照工作目标和时间节
点，先后召开了六次推进会，协调解决
工作难点和困难，并按时向省国资委
上报了《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
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计划安排表》
《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情况调度表》，发布了六次

工作简报。
在这一牵涉面广泛的工作中，该矿

业公司针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工作涉及面广，职工住户情况复
杂，供水系统设备、管网老化、取水线路
长等诸多原因，该公司积极抓好工作的
每个环节，从细节入手，精心操作，对拟
分离移交的供水、物业管理进行摸底调
查，对已完成移交的供电和供气情况进
行梳理、完善材料收集工作，并委托有资
质的审计评估单位，对供水、物业等移交
项目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妥善处理好
历史遗留问题，在 2017 年至 2018 年底
前移交供水 5136 户、物业 2375 户，彻
底解决该公司承担的社会职能问题,从
2019 年起不再以任何方式承担职工家
属区“三供一业”各项费用，切实减轻公
司负担，更好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集中
配置资源做强主业。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铜山矿业公司积极稳妥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2019年起不再以任何方式承担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任何费用

“罗师傅，上下班路上 ‘斗气
车’可开不得，一定要注意安全、文
明驾驶呀！这是我们的安全出行倡
议书，您看看。”6 月 30 日下午 5 时
30 分，铜冠电工公司的大门旁边，
几名年轻的员工手持 《安全出行倡
议书》，正在向准备下班回家的司
机员工发放，说这话的叫张宁，是该
公司青安岗的成员之一。

“上班是创造幸福，下班是享受
幸福。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
家。” 是铜冠电工公司团委组织开
展此次倡议活动的初衷，“安全生
产关系到每一名员工的切身利益，
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与
企业发展更是紧密相连。我们青年
员工作为企业的一份子，也想通过
这样的方式参与到企业的安全工作
中，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该公
司团委负责人介绍说，“参与这次
倡议活动的共有 6 人，都是（铜冠
电工）公司青安岗的成员。”

除了文明驾驶，活动还积极倡
议员工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树立交通安全文
明意识，增强交通法制观念。在驾驶
车辆时提高警惕，谨慎驾驶，杜绝酒
后开车、无证驾驶、超速行驶、飚车
等严重危害安全的违法、违章行为。

在遵守国家交通安全相关规定
的同时，积极维护该公司内部交通
管理相关制度也是此次倡议活动重
点宣传的内容。“在公司指定的停
车区域停车。”“服从公司上下班时
段交通组织管理，防止公司门前交
通秩 序混乱和交通堵塞现 象 发
生。”“积极协助后勤保卫部门做好
公司交通安全监管工作。发现不文
明的交通行为，应主动进行劝阻，对
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应尽快向公司
保卫部门反映。” 各项内容和措施
与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紧密相连，且
要点突出。

“这个是应该的嘛！咱们上班下
班路上安全，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
为了家庭。生命至上，平安无价
咧！”拿到倡议书，从事采购管理的
陆师傅停下摩托车，仔细地阅读起
来，“这个倡议真好，我也带回家给
家里人读一读，得大家一起安全不
是。”

萨百灵 岳莹

这个倡议真好！

近年来，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党支
部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从“四抓”入
手，履职尽责，强化职能，认真落实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各项措施。日前，被
省国资委党委授予“省属企业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称号。

抓党建，促发展，服务矿山生产经
营。该工区主要担负着井下负 875米
和负 1000 米两个运输中段 400 多万
吨的矿石运输生产任务。区党支部首
先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将党建工
作有效切入服务矿山生产经营中，保
证党建工作和生产发展相互融合，同
轨运行。支部班子成员坚持三班制与
工人同下井、同升井，跟班协调解决生
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做到难
事走在前、急事跑在前、险事冲在前、
重事干在前，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安全
生产。去年，该区完成矿石运输 420
多万吨。

抓机制，强职责，落实基层党建工
作。区党支部把党建工作目标任务实
现指标量化、任务分解，努力形成责任
明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
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并建立了职工
谈心制度、思想分析会制度。去年，面
对生产任务压力大等情况，为充分发
挥职工主观能动性，在“讲看齐，见行
动”学习讨论中，区党支部在全区党
员中开展了“树标杆，做表率”主题活
动，积极开展“出矿争先”“我为降本
增效献一策”等活动，教育职工立足
岗位，开展修旧利废、小改小革等活
动，全年节约材料备品费 71.99 万元，
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抓特色，树品牌，推进党建工作创
新。区党支部以抓好阵地、注重教育、

打造亮点为抓手，不断筑牢全区党员精
神力量的家园和理想信念的高地。近年
来，在深化基层组织“党徽在闪耀”“党
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 等创优争先
活动中，创新载体，突出特色，先后在党
员中开展了“我是党员，向我看齐”“一
名党员一面旗”“运输线上党旗红”等
主题教育活动，并开设了 “党员微博”
“微党课”等形式，教育和引导全区党员
真正树立党员的新形象。去年 6 月份，
为确保该矿井下负 1000 米运输系统早
日投产，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维修班
班长的洪光发主动带领几名维修人员，
克服通风差、气温高、战线长等困难，他
们早上班晚下班，提前 5 天顺利完成整
改和完善运输系统任务，为该中段按时
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抓队伍，保稳定，提高职工幸福指
数。区党支部从细微入手，关心爱护职
工，服务职工，建立健全了职工民情档
案。每年春节等节假日，区党支部把印有
新年祝福语句及安全生产警句的“安全
福”送到井下生产一线员工手中。同时，
为方便广大职工反映的渠道，区党支部
在派班室开设意见箱，广泛征求职工群
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
思想动态和合理诉求，对待职工关心的
党风廉政建设、收入分配等热点难点问
题，坚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为稳定职工
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
区生产安全经营工作。

多年来，该区党支部紧盯“六有”目
标，进一步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本
领过硬的骨干力量、建设有功能实用的
服务场所、创新服务载体、完善制度机
制、贴近基层，取得职工群众满意的服务
业绩。区党支部先后荣获矿、集团公司
“先进党支部”称号。 汤菁

运输线上党旗红

———记省属企业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党支部

7 月 3 日早晨，笔者在长江西路与滨江大道交叉口段的滨江生态公园看到，
受长江中上游和我省江南地区连日强降雨的影响，长江水位上涨很快，目前滨江
公园的草坪已有三分之二被江水浸泡着（如图）。据悉，7 月 2 日中午，长江横港
水位已达 13.61 米，超设防水位 1.1 米，3 日早晨 8 时许，水位又上升 5 厘米多，已
接近公园行人步道。目前全市人民正准备迎战今年第一次长江洪峰的到来。

殷修武 摄

———技术中心质检中心检验科金冠汽车物料检验班班长吴宏胜

吴宏胜现任
技术中心质检中
心检验科金冠汽
车物料检验班班
长。他带领班组
承担着金冠铜业
铜精矿、阳极板、
阳极泥、冶炼生
产 过 程 中 间 产
品、进厂辅材、含
铜物料等质量检
验工作。自金冠
筹建到现在达标
超产，他时刻不
忘以共产党员标
准 严 格 要 求 自
己，以出色工作
和 无 私 奉 献 精
神，为企业经营、
发展出力献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