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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28 日，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一行赴铜冠物流
公司，就近几年生产经营情况和“新
三板”挂牌上市工作进行调研。杨军
强调，要奋力开拓外部市场，积极推进
新三板挂牌工作，坚定不移做强做大
物流业。

调研会上，杨军听取了铜冠物流
公司的工作汇报。2012 年 8 月，原铜
冠物流公司吸收合并原铜冠运输公
司，合并重组后，该公司以保障集团公
司生产服务为首要任务，以市场化改
革为抓手，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同时
积极推新项目建设和“新三板”挂牌
工作，创新经营模式，全力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2013 年合并至 2016 年，该
公司累计完成货运量 7625 万吨、装

卸量 5921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1.16 亿
元。

围绕“十三五”规划目标，下一步，
该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全力开
拓内外部市场，力争“新三板”早日挂
牌。同时，依托集团公司国际化战略，积
极探索参与海外项目服务，力争开拓海
外物流市场。

杨军对该公司近年来的生产运营情
况表示肯定。他表示，物流公司人员多，
改革任务繁重，合并重组后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围绕物流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杨
军提出五点意见。

一要坚定不移的做强做大物流业。
杨军指出，“十三五”期间，集团公司将
物流运输纳入以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现代
服务业，作为与有色金属并列的两大主

业，进行重点发展。物流公司正面临难得
的发展机遇，公司的班子成员要有信心，
要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主动对接集团
公司发展战略，坚持外向发展。要坚持以
上率下，引导职工建言献策，共同促使企
业实现更好的发展。要加快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新三板”挂牌，同时要结合自
身优势，慎重规划新项目，让新项目切实
成为企业做强做大的新动能。

二要全力开拓外部市场。杨军表示，
眼下，物流公司内部市场份额占比过大，
要加快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市场意
识，坚持内外部市场两手抓，在巩固好现
有市场情况下，积极拓展新业务。要树立
标杆企业，学习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尽快
补齐市场开拓的短板。杨军强调，扩大外
部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这不是一

个人或者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整个物
流公司共同努力。

三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杨军指出，
企业合并重组，是一个熔旧铸新的过程，
要重塑企业文化，强化文化引领，进一步
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四要进一步创新企业管理。杨军强
调，要扎实做好降本增效等各项工作，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要高度重视安全环
保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尤其要确保行车
安全。要严格标准，全面强化生产经营风
险防控，实现稳健发展。

五要抓好党建工作。杨军要求，认真
落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把主体责任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
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企
业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陈潇 张悦

奋力开拓外部市场 坚定不移做强做大物流业
杨军在铜冠物流公司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8 月 3 日，马钢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冬生一行
7 人，到集团公司就党风廉政建设及
纪检监察、审计、效能监察等工作进行
交流。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文在四楼
会议室热情接待陈冬生一行。

李文对陈冬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随后双方展开了坦诚深入的交
流与探讨。李文及参加座谈的集团公司
纪委相关负责人就铜陵有色纪检监察、
审计、效能监察等工作开展情况、阳光
工程实际运行状况、信息宣传等方面的

典型经验和实际成效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双方对纪检监察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改进措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陈冬生表示，铜陵有色纪检监察工
作开展得很出色，措施得力，方式创新，
成效显著，开展工作的经验做法值得马
钢集团纪委学习借鉴，今后两公司纪委
要进一步巩固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学习交
流合作，相互帮助，携手并进，为两公司
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图为交流现场。

陈 潇 余 洋

马钢集团公司陈冬生一行来集团公司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交流

本报讯 “通过听党课，我接受
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更加坚定了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为了最高理想而不断奋斗的
信心。”日前，刚刚参加完党课的选矿
支部党员桂祖辉激动地说。

连日来，为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 “讲政治、
重规矩、作表率”专题教育，安庆铜矿
在全矿范围内开展党员干部集中讲党
课活动。该矿以党委班子成员到基层
联系点党支部送党课、基层党支部书
记互授党课等形式，为全矿党员干部
送上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

此次党课主要围绕深入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讲
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教育，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企业形
势任务等方面展开，并紧密联系党员的
思想实际，对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踏踏实实开展好各
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年以来，安庆铜矿党委围绕“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要
求，组织基层党支部每季度开展一次专
题党课，对广大党员开展教育培训。同时
鼓励各党支部创新党课形式，多运用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对党员进行先进思想
教育，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武装党员思想。
通过党课活动的开展，引领全矿党员干
部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争当“四讲四有”合格
党员。

乔二锋

安庆铜矿开展党员干部集中讲党课活动

本报讯 7 月 31 日,一批来自澳
大利亚嘉能可公司的 12000 吨锌精
矿运至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公用型保税
仓库, 标志着集团公司首家公用型保
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

为使公用型保税仓库的尽早设立,
合肥及池州海关专门安排人员,深入铜
冠池州公司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政策指
导,对相关硬件设施、监控设备和海关
监管方案提出好的建议并积极解决存
在的困难, 同时做好相关人员培训，为
公用型保税仓库早日建成并顺利通过
验收奠定了基础。保税库专门存放经海
关核准的保税货物。进口货物入保税库
保税区时，可以暂不交税，国内货物入

保税库可视同为出口，能够取得退税凭
证，节省成本。该公司通过保税方式进口
铅、锌精矿,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为保证公用型保税仓库顺利运营,
该公司相关部门提前筹划，密切配合海
关相关部门，同时充分利用“海关监管
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做到海
关人员不到现场即可完成监管工作,为
该公司生产经营赢得时间。在通关环节,
铜冠池州公司通过“保税仓库电子账册
系统”进行进口原料的报关和进出库核
销, 足不出户即可将通关数据传输给海
关,既方便了企业,又提高了通关效率,
实现海关与企业的“双赢”。

张 磊 罗静来

铜冠黄铜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进行棒材生产。铜冠黄铜公司上半年在生产黄铜棒 5030 吨，同比增长 13.88%的基础上，
为确保年度目标实现，下半年将积极抢抓市场机遇，全力释放产能，扩大产销量。

王红平 汪勇 摄

本报讯 “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必须先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优良
品格的人，优良的品行是做好每件事
的基础。如果连健全的人格都不具备，
那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根本无从
谈起了。” 这是凤凰山矿业公司生活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在与机关党支部
近日开展互授党课时说。

党课结合工作实际，重点对“三
不高、三不强、三缺失”问题作了深刻
的分析。在详细分析后，针对具体问
题，又从以党章党规为标准做人、做事
两个方面告诫每位党员应在工作中如

何做好一名合格党员，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互授党课的讲
堂上机关党支部书记也通过讲解中国
近代史、党史的方式告诉每位党员，是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参
加学习的党员理想信念。

自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以来，该
公司高度重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落实工作。该公司为进一步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格落实
“万堂讲课进基层”活动，该矿业公司
党委书记率先在机关党支部开展“不
忘初心，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党课活动，

矿业公司领导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来到
所在党支部和联系点党支部为他们讲授
党课。各基层党支部通过支部书记自授和
互授的方式开展党课学习教育活动。

此外，该公司各党支部也“见缝插
针”，通过日常学习、派班会等方式，组
织支部班子成员、班组长、优秀共产党员
结合自身的生产工作实际，以党性教育、
安全生产、新规新纪为授课内容，开展微
党课活动，向身边的每位同志宣传一名
合格共产党员在遇到问题、困难、任务
时，我们如何去做的，不断增强党员在基
层的模范先锋带头作用。 黄志皓

深抓实讲 开展“万堂党课送基层”活动

凤凰山矿业公司

在冬瓜山铜矿充
填区，一说到 “刘一
手”，工友们会立马脱
口而出 “他是采场治
理小有名气的刘义。”
因为他在采场治理这
一块，那可是真有一
手。别看他平时话不
多，但在工作中遇到难
题，他总喜欢多与别人
交流。勤动手善动脑这
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
遇到问题不把搞透弄
明解决掉，晚上回家都
睡不着觉，这是他的个
性。在采场治理这一
块他点子多主意足。
有时遇到难治理的采
场，领导有意安排“刘
一手”到这个地方去。
就在前一段时间，他
在治理 G6 采场时又
发明了一套 “采场底
板渗水引流治理法”，
现在被广泛应用于采
场底部底板渗水治理
中了。

随着充填采场的进展，三步骤采
场已逐步开始充填，在采场治理方面
要求也越来越难了。因为一步骤、二
步骤采矿对采场围岩地质结构破坏
性比较大，这样三步骤充填时渗漏就
比较厉害。G6 采场也是冬瓜山铜矿
首个三步骤充填采场，在充填时负
790 米 50 线 3 号墙底脚渗水跑砂。
采场充填体的上涨，采场压力大渗水
也大，渗水大不控制住就有可能跑
砂。这就给采场进展带来了困难，三
步骤采场经过一步骤、二步骤采场多
次大爆破，岩石结构遭受很大程度的
破坏。

G6 采场 3 号墙两边都浇筑了护
帮，可就在护帮底脚和护帮对接处渗
水，底板围岩欲裂严重。欲裂缝隙细
小纱头难塞堵，又在渗水用堵漏王水
泥也没办法堵。渗水点多汇聚起来就
大了，这下可难坏了“刘一手”，从上
班到下班一班治到点也没将渗水点
控制住。回家后他满脑子都想着治理
的事，在他洗碗打开水龙头的一瞬
间，他突然想到了，为什么我不能将
小的渗水点汇聚起来引流再控制呢！
第二天上班他主动要求到 G6 采场 3
号墙去治理，经过一夜的细想，在他
大脑已有了初步的设施方案。首先找
出渗水点，如果渗水点多不明显也没
关系。将渗水范围用三角耙子掏一
下，放一根 PPC 塑料管子，将管子口
用小石块或蛇皮袋 （蛇皮袋不用太
大），然后用水泥加堵漏王将其覆盖
住，让渗水从 PPC 塑料管子里淌出
来。这样水泥浆子就不会被渗出来的
水冲洗掉，水泥浆子也会很快凝固
的。凝固后渗水如果变浑含砂，就可
以将 PPC管子折起来，这样就很快地
封堵住底板跑砂了。

每次在治理采场时，有了新的举
措他都会在充填微信群里发表。如
“多坝滤水沉砂剐水法”“帮板开槽
灌注法”等等。小发明大智慧，虽说不
是什么创造性发明，可在工作中确实
非常实用，也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这
样一次次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让他
一次次地攻克。

刘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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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铜山矿业公司直
面生产经营的巨大压力，开展“降本增
效树斗志，攻坚克难保家园”主题教育
活动，为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攻坚脱困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组织保障。

铜山矿业公司充分贯彻落实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在该公司
召开的扭亏脱困工作现场办公会精
神，针对矿业公司面临的困境，敢于直
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要求党员干部讲担当、普通职工
讲奉献、技术人员讲责任，增强家园意
识，众志成城在控亏自救上下功夫。

该矿业公司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
主要内容包括：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树
斗志的氛围。通过座谈会、基层调研、

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宣传教育主题，充
分发挥电视、报纸、网络、黑板报等宣
传媒介作用，把各单位在开展活动中
的新做法、新举措、新成效以及涌现出
的优秀典型进行即时报道，充分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有针对性的思想
政治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通过思
想转变达成共识。增强广大员工的忧
患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竞争意
识，确保矿业公司生产有序、稳定发
展、完成各项任务提供政治保障；细化、
量化考核指标，职责分工协作。落实矿
业公司《控亏减亏、降本增效实施方
案》的各项举措部署，结合本单位、本
部门的全年工作实际，对生产任务、成
本管理等关键指标进行细化量化，并

制定具体措施和办法，按照职责分工，严
格组织落实；开展“攻坚克难保家园”大
讨论。要求各党支部、各单位结合当前严
峻的发展形势，组织和动员全体员工在
大讨论中，弘扬广大员工的家园意识、担
当意识和奉献意识，以主人翁的责任感，
干好本职工作，投身于家园保卫战的实
践中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攻坚脱困是一项艰巨任务，也是一项
政治任务，关系到矿业公司每一位员工
的切身利益，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开展
适合本单位、内涵丰富的活动，增强感召
力和吸引力。充分发挥每一位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与全体员工齐心协力，确保
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推向深入，助力打赢
这场攻坚克难保家园的攻坚战。余 飞

铜山矿业公司开展“攻坚克难保家园”主题教育活动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启用

如今一
提起“路怒
症 ” 这 个
词，大家不

再觉得陌生，甚至已成为驾驶人员深恶
痛绝的“代名词”和常见的“疾患”。
据近日央视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大
道附近发生一起车祸，开“奔驰”车的
司机因路口抢道险些撞上另一辆 “宾
利”轿车，于是心中不快，便杠上了“宾
利”车，开斗气车不仅沿途追逐，还将
“宾利”车逼到路边，并故意多次撞击
“宾利”车。这起事故虽没有人受伤，但
“奔驰”车连怼“宾利”车三次，光维修
费用高达近百万元，“奔驰” 司机也因
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刑拘。

据铜陵有色一位安全行车 23 年
的老司机介绍，高温天气时是“路怒
症”的高发期。尤其是在路况拥堵，有
时候看到行驶在前面的车辆速度有些

慢，就狂按喇叭，也不问前面道路上发生
了什么情况，有时候看到对面来车灯过
亮，当即忍不住发火，并当即用大灯
“怒”回去，甚至因路面窄互不相让，发
生“顶牛”现象……“路怒症”的起因虽
是多方面的，但暴露出某些司机强势霸
道、不计安全后果的心态，是要不得的。

安全行车，人人有责。“路怒症”不
仅危害自己，而且危害公共安全，其恶果
不容小觑，一旦出了事就害人害己，令人
追悔莫及。“路怒症”不仅是司机在行车
过程中的非正常情绪的发泄，同时也是
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淡漠和缺失的具体
表现，千万不能忽视它的“杀伤力”。如
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做到文明行车，或者
在行车过程中都能对他人多一点理解和
包容，摒弃怒气，“路怒症”的发生就会
越来越少，我们的道路交通才能安全文
明。

“路怒症”要不得
□殷修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