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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上半年
已经过去了。要完成年初集团公司职
代会提出的目标，时间紧迫，压力巨
大，必须在关键的下半年干群同心发
起冲刺，在安全环保、主业经营、改革
推进、管理提升等方面采取更加强有
力的措施，以冲刺的状态，向全年目标
奋力前行。7 月 14 日，集团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总结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部
署了冲刺下半年的工作和主要任务，
吹响了向全年目标发力冲刺的号角。

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必须凝心
聚力，狠抓执行。人心齐，泰山移。集团
公司上下只有团结一致、凝心聚力，才
会攥紧拳头好发力。当前，在集团公司
前进发力的征途上，各种困难和矛盾
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然而，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刚刚召开的集团公司
2017 年上半年总结工作会议，有任
务、有目标、有压力，也就更能凝心聚
力，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冲，放开手
脚干，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成事之要，重在落实。工作“不落
实、落不实”，再好的目标都无法实现。看

准了的事情，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雷厉风
行、抓紧实施；部署了的工作，就要敢于动
真碰硬，有头有尾、善始善终。要一项一项
工作、一件一件事情抓起，定一件、干一件、
成一件，一个一个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是
做好既定的题目，干好既定的事情，切实做
到言必行、行必果。围绕抓好当前各项具体
工作，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

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必须突出重
点，破难攻坚。全局工作千头万绪，必须
抓住关键，在重点突破中统筹兼顾，以此
带动全局发展。优化生产组织,坚持效益
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紧盯关键环节，合
理配置资源，保障原料、物资供应，促进
生产系统高效运转。深化降本增效,积极
落实 《集团公司 2017 年降本增效措
施》，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到岗到人，推
进降本增效向纵深发展。加快整治亏损
源,进一步完善“一对一”帮扶机制，切
实抓好亏损单位帮扶，确保取得实效。坚
持“一企一策”，完善考核指标，加大考
核力度，增强亏损单位控亏扭亏紧迫感。
两头在外单位要坚定不移开发市场，始
终坚持市场和客户导向，不断开发高附
加值产品，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力、影响力。深入开展“安全环保，意识
先行”活动，高质量开展好各项规定动
作，进一步夯实安全环保管理基础。

向全年目标发力冲刺
□江 君

本报讯 7 月 7 日，安庆铜矿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暨新党员入党宣誓活
动，组织新党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参观
了红色革命教育基地———金寨县烈士
纪念馆，共同缅怀革命先烈。

活动当日，天上下着小雨，气氛显
得庄严肃穆。一行 20余名同志首先来
到广场中央的纪念塔，向革命先烈敬
献了花篮，并在领誓人的带领下，面对
纪念碑和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拳庄严
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铿锵有力的誓言在广
场上回荡着，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随后，参加活动的同志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来到金寨县红军纪念堂、洪
学智将军纪念碑、红军烈士墓园，观看
了展出的珍贵图片、资料，了解革命先

辈的生平事迹和革命精神。
据悉，金寨县地处大别山北麓，被誉

为“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是当年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革命战争年
代，全县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大多
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解放后追认为革
命烈士的有1万多人，占安徽省革命烈士
的五分之一。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 59
人，是全国著名的第二大将军县。

“通过这次学习，我认识到了中国
革命事业胜利来之不易，站在革命烈士
纪念碑下宣誓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
激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严格
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用实际
行动践行入党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的
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新党员汤海斌
说。 乔二锋

安庆铜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近日，冬瓜山铜矿组织 50 余名党员赴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活动，深情缅怀了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13 名新党员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如
图），表示要切实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朱大庆 杨李军 摄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金车间的员工们正在对球磨机磨损衬板进行更换。面对
35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检修员工挥汗如雨，谱写了一曲战高温、保生产的奉献之歌。

朱艳 吴奕敏 摄

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日前正在板带产品包装中作业。今年上半年，金威铜业公司以营销为龙头，以订单为导向，精细组
织、科学排产，加大产品质量、销售、生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可控力度，确保了生产高效运行。1 至 6 月份，该公司累计生产
铜板带材 24687 吨、销售 23789 吨，产销均实现过半目标，同比提高 30%。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面对着一堆不同种类的矿石，经
过分析测验，汇总数据后确定工艺条
件和药剂制度，从而使矿石中的有价
金属得到有效利用，为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这就是丁鹏每天的主要工作，他
笑着称之为“开处方”，而他则把自己
比作是“给矿石‘看病’的医生。”

他说：“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
一。”

2011 年 7 月，丁鹏同众多刚从学
校走出来的毕业生一样，带着憧憬来
到铜陵有色技术中心。从一开始对选
矿专业的陌生，到如今享受工作给他
带来的乐趣，这中间，他走了 6年。

初出茅庐，丁鹏对试验操作并不
熟悉。第一次站在试验台面前，他整个
人是蒙的，“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从大学学习到研究生毕业，多年
的知识积累，必须得学有所用才行。丁
鹏在心里铆足了劲。

试验操作技术不熟练，他就向操
作工师傅们虚心请教，下班后在实验
室里再反复练习；在试验研究工作中
遇到重点、难点，有了疑惑，他便抓住
一切机会询问领导及选矿前辈们，与
同事一同交流探讨，只要能够解惑的
渠道，他都试着走一走，探一探。

边学习边摸索，这些年的积累，如
同水滴石穿，慢慢造就了如今在项目
中独当一面的他。

6 年间，丁鹏主持完成了多项冬
瓜山铜矿试验项目：滑石泡沫选铜试
验研究、提高硫资源利用率选矿试验
研究、含铜蛇纹岩复杂难选矿选矿试
验、优化再磨分级效果研究、选矿工艺
流程考查……

这一系列试验研究成果在冬瓜山

铜矿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有效提高了
选矿指标，增加矿山效益，其中“提高
冬瓜山铜矿复杂难选矿石选铜回收率
工艺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集团公司
科技进步一等奖。

成绩并不容易，背后的艰难在他
眼中却十分值得，“我们的工作有时
候十分辛苦，工作环境也比较差，但由
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坚持，使我们
敢于自我超越，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
一。”

同事说：“他总是将最困难，最辛
苦的工作留给自己。”

作为项目负责人，丁鹏在同事们
眼中却充当着技术员、浮选工、维修工
等多个角色，“他总是将最困难，最辛
苦的工作留给自己。”

为赶试验进度，丁鹏的生活中很
多时候都没有了周末和晚上，加班成
为了家常便饭。

2015 年 7 月，盛夏时节，丁鹏正
在着手稀贵金属分公司渣选矿破碎流
程试验。为了加快试验进度，在烈日照
射下的生产现场，他一待就是几天。

四五吨之多的破碎作业产品，他
逐项进行粒度筛分分析，通过计算查
找破碎流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
见：更换细碎作业破碎机及筛分设备。
改造后，破碎产品最大粒度下降了 5
毫米，电炉渣及转炉渣的磨矿钢球单
耗下降三分之一，电单耗下降约 4%，
磨矿成本降低了不少，而他的皮肤却
在高温暴晒下脱皮发红。

不仅对自己负责的项目全身心投
入，身边同事负责的项目，他也积极配
合，尽其所能，发挥着“优先将最辛苦
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的传统。

在铜山铜矿及安庆铜矿工业试验
期间，大小夜班基本成为他的“标配”，
虽然辛苦，但每个班次的工作他依然保
质保量地完成。

冬瓜山铜矿浮选工业试验期间，他
配合同事调节设备参数及工艺条件，认
真分析数据，有时候为了一项工艺条件
改进，他从小夜班上一直到了大夜班。

对丁鹏来说，与大家并肩作战是件
“有趣且有意义的事”，他说，“和同事
一起合作项目，通过一系列措施，我的科
研能力和业务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妻子说：“想他能多陪陪我们。”
奔波于各个矿山，从事着多项选矿

试验研究。大多数时间里，丁鹏都是和
同事们一起度过的。

沙溪铜矿连选扩大试验期间，试验
人员不足。那段时间里，丁鹏每天工作
时长都在 14 个小时以上，一个人干着
三四个人的活儿。

处理和分析试验数据，提供试验改
进方案，与同事们群策群力克服现场困
难，高密度的工作带来的疲惫与压力
下，丁鹏仍是一次都没有延误过任务，
最终试验项目顺利完成，不仅为沙溪铜
矿提供了合理的工艺流程和药剂制度，
更为后续建成投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然而，因为经常加班，他陪伴妻子
和孩子的时间并不多。

妻子偶尔也有所怨言，抱怨他为什
么总是那么忙，什么项目都那么操心，
为啥不能多抽出点时间陪陪孩子，而他
总是说：“等这个项目结束了就有时间
了。”

虽然一直希望找到生活与工作的
平衡点，但丁鹏说：“有时候真的很
难。” 萨百灵 张蓓

矿石的“医生”
———记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丁鹏

本报讯 去年四季度开
始，国内动力煤价大幅上涨，
动力厂热电系统生产成本直
线上升，企业经营转向亏损。
今年来，动力厂始终把挖潜
降耗、提质增效作为压倒一
切的中心任务，强化措施，狠
抓落实，使企业生产经营态
势逐步好转，二季度利润基
本持平，逐步扭转了一季度
大幅度亏损的局面。按节点，
上半年与计划相比减亏 530
多万元，超额完成了集团公
司下达的控亏目标。

“今年动力厂生产经营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
要的原材料动力煤的价格比
去年同期每吨上涨了近 300
元，仅此一项今年上半年就
同比增加成本 2000 多万
元；另外，因金昌冶炼厂关
闭、一些用水大用户采取了
节水措施等各种原因，造成
今年供水量比去年同期大幅
度下降，致使供水单位成本
面临上升的巨大压力。今年
出现了过去从未有的亏损局
面。”该厂厂长江武如是说。
面对压力，该厂坚持眼睛向
内，走内生型发展之路，从生
产到管理、从采购到消耗等
方方面面，从部门到车间等
各个环节，立体地采取各项
措施，加大挖潜降耗力度，努
力实现提质增效。

今年年初，该厂就发动广大员工献
计献策，提合理化建议，厂部结合这一
活动，研究制定了降低能耗支出、加强
费用控制、降低采购成本等十四个方
面 28 条降本增效措施。各车间、各部
门结合厂部的要求，以对标管理为支
点、以卓越绩效管理为模式，也相继分
解细化了相关的扭亏增盈措施，仅下
属热电车间就细化降低燃油消耗、降
低煤耗等十六项措施。这些措施内容
和指标列入到单位、个人 KPI 考核之
中，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员工降本增效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针对煤质基本相同但船运煤和火车
运煤到厂价格的不同，今年该厂商务部
门提高了价格低廉的船运煤比重，船运
煤的采购比重达到 80%多，仅此一项节
约采购成本 300 多万元。该厂热电车间
和生产部门，针对船运煤使用易造成堵
煤影响生产和煤耗、油耗上升这一状况，
积极开展攻关，采取煤配比等有效措施
和煤源控制，今年这一难题得到了有效
的解决；采取单引风机运行模式降低启、
停炉风机电耗；在锅炉尾部增加低压省
煤器，降低锅炉排烟温度，提高锅炉效
率，极大地降低了能耗和煤耗。该厂供水
系统和生产部门积极利用峰谷电价差，
提高夜间制水能力；针对用户用水量的
随时变化，各班次随时注意供水量大小
的不同并及时调换大小泵的使用，促使
供水成本的下降。同时，针对冬瓜山净化
站加压泵房用电大小的变化，对狮子山
泵房配电变压器进行减容改造，从四月
份运行以来，该厂冬瓜山地区平均电价
由第一季度 1.08 元 / 千瓦时下降至
0.65 元 / 千瓦时。

今年，该厂还紧紧抓住企业效益的
几项关键因素，突出重点，在全厂开展
降低电、汽煤耗、降低水生产综合电耗
等四项劳动竞赛，上半年，劳动竞赛中
电、汽煤耗和油耗三个关键指标，取得
了历史最好水平。据统计，这三项重要
指标与该厂历史最好水平相比，下降了
1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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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4 日下午，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
教育动员会，对集团公司系统开展
“讲重作” 专题警示教育进行部署安
排。集团公司高管杨军、龚华东、陈明
勇、李文、胡新付、蒋培进、丁士启、汪
农生，总经理助理周俊，股份公司高管
方文生、刘道昆、吴和平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杨军指出，省
委决定以“陈、杨、周”案，以及我省查
处的部分省管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为反面教材，在全省党员干部，重点是县
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中，开展一次“讲重
作”专题警示教育。这是省委落实中央
要求、汲取“陈、杨、周”案深刻教训、立
足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作出的重要部署和
重大决策。

杨军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
识开展专题警示教育的重要意义；要聚
焦关键环节，推动专题警示教育全面深
入开展；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专题警示
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杨军要求，集团公司全体党员干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

专题警示教育，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纯洁党内政治文化、净化优化政治生
态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集团公司党委即将印发
《关于在集团公司全体党员干部中开
展“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
示教育的方案》，公司各级党组织要
按照方案要求，紧紧抓住三个关键环
节：全面深入“学”，严肃认真“查”，
坚定不移“改”，推动专题警示教育扎
实有序有效开展。集团公司各级党组
织，特别是中层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
省委和集团公司党委决策部署，积极

投身专题警示教育，持之以恒加强企
业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通过深入推进“讲重作”专题
警示教育，努力营造干事创业新风貌，
创造更加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专家委成员、集团公司各二级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
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外派参股企业中
层管理人员、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机关
中层管理人员及委派财务人员参加了会
议。

本报记者 萨百灵 实习生 张悦

集团公司召开“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警示教育动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