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19 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陈明勇顶着酷暑高温前
往枞阳钱铺乡开展扶贫工作调研，了
解扶贫工作开展情况，指导下一步扶
贫攻坚。集团公司办公室、组织宣传部
负责人陪同调研，冬瓜山铜矿等 6 家
包村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
动。

杨军、陈明勇在钱铺乡召开了扶
贫现场办公会，听取了钱铺乡、集团公
司 7 个驻村扶贫干部对扶贫工作开
展情况及扶贫进度的汇报。2016 年，
钱铺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 2621
人，970 户，2017 年全乡预脱贫人口
1134 人。一年多来，集团公司及 6 家
包村单位积极利用好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
社会兜底扶贫等扶贫政策，充分发挥
“城乡结对，单位包村，干部包户”的
有利条件，加大扶贫投入，加强扶贫工
作力度，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茶园、苗木花卉、特色种养业、光伏发
电等一大批扶贫项目相继建成，使得
帮扶的每户贫困户都有精准帮扶措施
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杨军对一年来集团公司在钱铺乡
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驻村扶贫
干部沉下身子扎实有效开展扶贫工作
感到满意。他要求集团公司及各包村
单位认真按扶贫目标要求，扎实做好
扶贫攻坚工作，力求实效。要认真查找
扶贫工作短板，尽快补齐短板。要立足
各个村的具体情况，结合各单位自身
优势，找准结合点，找对着力点，实施

精准扶贫，进一步加快扶贫进度，尽早帮
助贫困户脱贫脱困。针对钱铺乡提出扶
贫中下一步急需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杨军现场给予了积极答复，并表示待
集团公司研究后将鼎力帮助解决，确保

2018 年圆满完成扶贫工作。
在钱铺乡调研扶贫工作时，杨军在

枞阳县和钱铺乡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
考察了扶贫光伏发电项目和南岭村茶叶
基地。并走访慰问了结对帮扶的南岭村

两户贫困户。陈明勇也分头对结对帮扶
的将军村贫困户进行了走访慰问。

图为杨军（右三）、陈明勇（右二）
正在扶贫光伏发电站考察。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集团公司领导到枞阳钱铺乡调研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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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炎炎夏日，气温节节攀升。
冬瓜山铜矿为维护员工健康安全，激发员
工活力，多措并举做好高温岗位员工防暑
降温工作。

进入高温酷暑季节，该矿工会坚持把
促进矿山安全发展、保障职工安康权益，
作为当前重要举措来抓，采取多项措施，
狠抓防范措施落实，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
员工中暑事故的发生。利用“讲台 10 分
钟”、班组学习园地等形式，加大对防暑降
温知识的宣传力度。各单位结合《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重点学习宣传普及预
防感冒、肠道疾病的有关知识，以及夏季
中暑急救措施和日常防暑降温方法，加强
员工的自我防暑能力。提前做好防暑降温
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工作场所必要的电风
扇、空调等做好维护、保养、调试工作，确
保暑期正常使用。合理调整膳食结构，备
好绿豆汤、西瓜等清凉解暑食品，暑期保
障高温岗位职工每天都有绿豆汤。统一购
买十滴水、人丹、风油精等，发放到全矿每
名职工手中，以应对出现的中暑等突发情
况，提高员工自我保护能力。

同时，对各基层单位强化了防暑降温
责任要求，严格遵守户外高温作业时间要
求，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
度，严格控制加班加点，对健康状况不良
的职工进行岗位调整、调休，加强高温作
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确保劳
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做好
高温岗位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7 月 18 日，铜山矿业公司安环部工作人员在该公司工程区为生产班职工做
有害气体预防知识辅导。该矿业公司在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中，紧密结
合生产工作实际，通过组织开展宣、讲、教活动，使安全管理朝着“学起来”“做起
来”和“动起来”的目标迈进。 吴健 摄

本报讯 7 月 18 日，铜冠有色
池州公司铅锌冶炼资源综合回收循
环利用示范项目开工。该项目为铅
冶炼技术升级节能改造和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年处理铅银渣 5 万吨、铅

精矿 9 万吨。项目建成投产后，不仅
能大幅度提升该公司技术装备水
平，改善现场劳动强度和作业环境，
提高余热回收利用水平，实现节能
减排，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并且生

产系统对原料的适应性大大增强，
吨铅制造成本大幅度下降，抗风险
能力大大提高，为该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汪新利 樊勇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铅锌冶炼资源综合回收循环利用示范项目开工

7月 14 日，为提高领导干部守
规距的意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
的言行，动力厂党委开展了“重规
距，我们怎么做”专题研讨会，全厂
副科以上管理人员参加了研讨。

“必须知晓党章党规党纪，知
晓党中央和上级对我们有哪些具
体的要求，只有知晓了这些具体的
要求和规距，知道哪些能干，哪些
不能干；哪些必须干，哪些坚决摒
弃。只有把党的纪律和规距内化于
心，这是重规距的前提”。该厂厂长
江武开场白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
家结合目前开展的“两学一做”活
动，就如何强化政治学习，提高自
己的政治素质和廉洁自律意识纷

纷谈体会，谈设想。
“党员干部作为公民，必须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
要以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标准，时
刻把党章、党的纪律和上级的要
求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
良传统、工作惯例和基本规范等
挺在前面，将规距内化于行，自觉
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五个必
须，这是守规距最根本的要求”，
该厂党委书记胡生贵的一番话，
给在座的管理人员一种警觉、一
种启示。大家纷纷结合岗位实际，
如何将规距落实在实际工作和生
活中，如何以上率下，积极参加民
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职工民

主评议活动，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和
职工的监督，虚心接受党内同志和
职工提出的批评和意见，积极查摆
自己的问题和落实整改措施等问
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两个多小时的研讨，进一步增
强了该厂广大管理人员守规距的
意识，对企业沿着党中央和上级有
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精神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该厂党委书
记胡生贵最后对此次研讨点评所
说：“通过学习研讨，可以做到相互
学习、相互促进，对推动企业形成
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的
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舒兴学

推动企业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氛围

———动力厂党委开展“重规距，我们怎么做”专题研讨会侧记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午，集团公
司在多媒体会议室召开党委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议，就“讲学习、重规
矩、做表率”专题警示教育开展专题
学习研讨。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龚
华东、陈明勇、李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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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昆出席会议。

会上，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军宣读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以陈
树隆、杨振超、周春雨案为反面教材在
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讲政治、重
规矩、做表率”专题警示教育的安排意
见》，对专题警示教育的重要性必要
性、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
解读。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围绕“重规

矩，我们怎么做”主题，结合工作实际，交
流学习体会，畅谈感悟认识。

杨军在研讨时指出，党员领导干
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重要指
示精神，清楚认识到党的规矩的四个
方面内容：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
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
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
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
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
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
的党内规矩。

杨军强调，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
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

的重要检验，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讲话的深刻内涵，认清“守纪律、讲
规矩”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按照要求，
坚定不移地重规矩，把党的纪律、规矩
在公司立起来、严起来，要执行到位。讲
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
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检验，要把
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重规矩我们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必须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要
坚持以上率下，必须要增强发展的自
觉。

杨军要求，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
规矩意识，以党章党规党纪来规范我们
的言行。要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努力营造守纪律、讲
规矩的浓厚氛围。要密切结合实际工作，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领导干部双重组
织生活会、民主评议会、谈心谈话等制
度，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感，提高组
织生活的质量和效果。必须全面落实
“四个注重”的要求，坚持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带头守纪律、讲规矩，以实际行
动引领公司全体党员遵规守纪。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要时刻做到心中要有规矩，
在讲规矩、守规矩的前提下，敢担当，勇
作为，增强行动的自觉、发展的自觉，推
动公司加快转型发展。

专家委成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
人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萨百灵

集团公司开展“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专题学习讨论

本报讯 7 月 19 日上午，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胡新付到铜山矿业公司督
查控亏、减亏和降本增效工作，对《铜
山矿业公司控亏减亏、降本增效实施
方案》落实进展情况进行现场督查和
指导，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

会上，该矿业公司负责人对加大基
建探矿力度、加强生产衔接、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科学组织生产、开展技术攻
关、强化细节管控等8个方面实施情况
进行汇报。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生产铜
量 1161 吨、硫精砂 34900 吨、铁精砂
32600吨，基本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胡新付督查时要求，一是要全力以

赴推进控亏减亏和降本增效工作，保证责
任落实，要有得力的细化措施，卓有成效
地开展各项工作，按照集团公司指令性要
求进行控亏减亏。二是要围绕控亏目标，
对出矿品位、选矿品位等技术经济指标进
行持续攻关，有效控制技术参数，加强对
井下水的治理与控制，努力确保充填质
量。对二、三线的员工调整和充实要明确
方向，坚定信心，确保控亏减亏、降本增效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突破。三是集
团公司各个主管部门对铜山矿业公司的
生产经营、资源储备及探矿等方面要进行
指导和把脉会诊，要在优化生产组织、加
强基建探矿、深化降本增效等方面多提
“良方”。 夏富青 陈幸欣

胡新付率队督查铜山矿业公司控亏减亏工作

本报讯 7 月 20 日下午，凤凰山
矿业公司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明确了
下半年生产经营目标，针对目标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计划，确定工作重点，力
争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各项考核指
标。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努力提升安
环作业水平。开展安全环保形势任务
教育、不断丰富教育内涵，切实提升员
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提高全员
环保意识，做好达标排放工作。

强化生产组织管理，确保实现年度
生产目标。以稳定产量为前提，精心组
织，合理安排生产。加强生产系统、生产
设备和设施的管理，确保系统的完善和
设施的完好，从而保证生产正常运行。

深化改革改制体系，努力提高企
业竞争力。加强管理人员考核，调整生

产组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继续开展
“实践进岗位”活动，确保员工在“实践
进岗位”中提高技能实践操作和安全实
践操作技能。

强化过程精细管理，努力提升矿山
经营效益。完善全员绩效考评体系，通过
系统优化整合、人力资源调整、修旧利
废、节能降耗以及对外劳务输出等措施，
降低经营成本。

加快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升技改
及科研工作水平。继续加快负 440 米以
下深部开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凤凰铁
矿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排土场关闭前
期整治工程项目。以科研为依托，加强地
压监测、通风等工作，切实抓好《露天回
填复垦》项目，为安全生产、残矿回收等
工作提供保障。

黄志浩

凤凰山矿业公司确定下半年工作重点

本报讯 7 月 18 日,池州市市长
雍成瀚冒着高温酷暑到铜冠有色池州
公司调研。

在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工作汇报
后，雍成瀚表示铜冠池州公司员工的
精神面貌令人振奋，企业生产现场干
净整洁，连续三年获得安徽省“绿牌”
企业称号，环保工作扎实，特别是近两
年产值爆发式增长，企业管理卓见成

效。对于企业下一步的发展，雍成瀚要求
企业要利用目前自身的土地资源，充分
做好市场调研，尽快争取好的项目立项，
同时要一如既往抓好安全环保、进出口
贸易、科技成果申报、节能降耗等工作。

雍成瀚勉励池州公司 “十年磨一
剑”，一定要珍惜企业改制成果和当前
市场好转的行情，立足自身，克服困难，
力争打一场翻身仗。 汪新利 何涛

池州市市长雍成瀚到铜冠池州公司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