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钳工维修岗位
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多年的工作练就了一
身维修技术扎实、精
湛的本领。由于工作
表现突出，在 2013 年
公推直选中他被推选
为班长。

在他的带领下，
班组多次获得集团公
司“先进班组”和安
庆铜矿 “模范班组”
荣誉称号。他先后获
得 2012 年矿 “企业
明星”、2013 年集团
公司 “十大杰出青
年”、2014 年省国资
委“杰出青年”等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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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冶的欧阳岑鑫书记，你单
位五月份混凝土的账款可结清了。企
业要诚信经营，要发挥央企风范。六月
份、七月份都应该给人家了。”十五冶
工程项目负责人刚汇报完 8 月份上
旬工程进展情况，就遭到了集团公司
总经理助理、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总
经理胡建东发问。

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下午，厄瓜
多尔米拉多铜矿召开项目月度推进
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新
付出席会议，中铁十四局、中铁十九
局、中国十五冶、葛洲坝第二工程公
司、铜冠矿建公司、铜冠建安公司等
11 家参建单位和该矿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议

“主要是由于工程项目负责人回

国了，没有来得及签字，所以没有及时给
予结账。” 欧阳岑鑫解释。

“制备站近日要进行安装，有 6 名
工程技术人员和安装人员进入作业现
场，请给予安排三个房间。”奥兴北爆公
司负责人发出请求。

“这事由管后勤工作的任总负责，
要统一安排好，来米拉多铜矿就是一家
人，尽可能给予帮助。”胡建东说。

“接到铜冠矿建公司通知，由于在
其施工区域内要进行爆破作业，请在此
作业企业的人员在爆破时要撤离到安全
地带。”ECSA 矿山建设公司申其鸿向
在座汇报。

“安全工作要确保万无一失，厄瓜
多尔的安全环保工作比国内更严，现场
作业必须按要求撤离，这点应毫不含

糊。”胡建东说，“铜冠矿建公司在工程
进度上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要有时间
概念，每个迎头作业月度进尺要达到 80
米，上个世纪人工扒矸石都有这个进度，
何况现在的机械条件，要认认真真编排
作业循环，不要以危岩不好找理由，不然
就会影响到整个米拉多铜矿工程进
展。”

“蒋经理，你们现在中方人员有多
少?使用厄方人员多少?”

“目前我们中方人数有 18 人，厄国
人数只有 12人。”

“你们用工比较冗杂，用工比例要
注意，原则上中厄双方用工为 1比 4。要
对外方用工加强统计，防止用工比例失
调，不然厄瓜多尔劳动部门会找上门
来。”胡建东强调。

“十五冶，工具器要提前准备和谋
划好，选矿第一台设备安装就暴露一些
小问题，不能因工具问题而影响安装。”
中国瑞林监理公司参会负责人一针见血
地说。“同时，还要加强质量控制，你们
在数千立方米连续浇铸工程都没有出现
任何质量问题，不能因几十立方米小的
浇铸工程而出现瑕疵，在阴沟里翻船。”

……
胡新付听完汇报后指出，米拉多铜

矿是集团公司也是安徽省在海外单体投
资最大项目，在厄瓜多尔被喻为“总统
工程”，是铜陵有色公司践行“一带一
路”和国际产能合作重要项目，要全力
以赴按既定目标扎实推进，力争 2019
年第二季度建成试生产。

本报记者 夏富青

别样的项目月度推进会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冠铜业分

公司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原则，
注重内控机制建设，持续提升管理
效能，实现内控水平再上新台阶，
力争今年下半年再次实现超产目
标。

该公司持续深化工作联系点机
制，分公司领导每人对口联系一至两
个基层单位定期开展调研，在帮助基
层单位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督促基
层单位将压力与责任层层传递至岗
位员工，努力形成上下一心、协同共
进的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开展效能督
查工作，以经理办公会决议为重点，
大力实施督查督办工作，不断提高工
作执行力。截至目前共对 200 多件决
议决策进行了督查督办，保证了政令
畅通。根据公司发展建设和集团公司
检验检测资源整合实际，对内部机构
和职能作进一步优化，进一步明确了
管理职责，优化了管理结构，提升了
管理效率。

该公司积极开展标准化 4A级良
好行为企业创建工作，修改补充 10
项标准文件，确保管理制度的有效性
和适宜性。大力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管
理，完成了年度推进方案和工作计划，
从建章立制和培养员工意识入手，

卓越绩效模式管理成效初步显现。在
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 133
名符合条件的职校生转录工作，在有
效稳定员工队伍的同时，进一步优化
了公司人力资源结构。以人为核心，
定期开展公司人力资源调研，对管理
现状进行诊断，及时优化人力资源管
理措施，确保人力资源高效合理。完
善绩效考核体系，将关键绩效分解成
两级考核指标，将所有考核指标都落
实到人，调动职工挖潜增效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

该公司着力提升员工技能水平，结
合岗位和操作实际，认真分析员工培训
需求，创新培训方式，在公司、车间、班
组三个层面扎实开展多角度、深层次培
训，并加大考核、加大压力，提高员工操
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加大对
青年员工的培养，通过适度授权、任务
锻炼等方式，为青年员工创造公平公正
公开的提升环境，真正让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

该公司将通过确保各工序的生产稳
定，加强生产计划管理，坚持效益最大化
组织生产等多种有效举措，保持系统生
产稳定，并在确保完成预算任务的基础
上，力争实现超产目标。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
强化内控管理力争年底再超产

本报讯 汪彩霞是铜冠矿建公
司的一名普通员工，这个炎热的夏
天，她的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复
旦大学，在接到通知书的同时，她
也收到了该公司“金秋助学”的奖
励。

“（这个） 孩子是 2014 年中考
的，当时女儿名列全市第一，高中三
年，都得到单位（铜冠矿建公司）的资
助，每年 3000 元，今年考上大学了，
（公司）又给了奖励······”提及“金
秋助学”，汪彩霞感恩不已地介绍了
自己的经历。她的丈夫也曾经是该公
司职工，2003 年因工伤提前退休。
2006 年 11 月，她的丈夫又患重病，当
时刚刚三十三岁。接着家庭的压力一
下子落到了她的身上。困境里，铜冠矿
建启动“金秋助学”给了她的女儿上
学的保障。

据悉，在铜冠矿建公司，不仅仅是
汪彩霞，还有更多的“李彩霞”“张彩
霞”等困难家庭，一样享受着该公司
的助学恩惠。

据铜冠矿建公司工会工作人员介
绍，“金秋助学” 活动是该公司几十
年始终坚持的一项优良传统，关怀
广大职工子女成长成才，关爱和帮
助特困职工子女圆求学梦，进一步
促进企业和谐发展是该公司始终

倡导的企业文化。多年来，该公司领
导班子在更替，但“金秋助学”的接
力棒从来没落下；企业的经济效益有
波折起伏，但“金秋助学”的标准始
终保持上升的幅度。截至今年，资助
标准最高已达到 3000 元，资助范围
从最初的特困家庭扩大到应届三类
本科及以上高等院校的在职在岗正
式职工子女。

“（公司）崇尚知识，重视职工子
女成长成才，同时为了让远在省外、
国外或者长年奔波在外的职工能够
安心工作，能够促进他们子女刻苦
学习，不断取得优异成绩也就是为
企业的发展稳定做出了贡献。”该公
司工会工作人员介绍，该公司一职
工夫妇相继去世，其女接到浙江大
学录取通知书却因家庭贫困、弟弟
上小学生活无着落等原因准备放弃
上大学，该公司立即发出捐款倡议，
同时多方联系为其弟弟妥善安排了
抚养家庭，使他们得以继续就学、安
定生活。

据不完全统计，该公司自活动开展
以来，已先后发放助学款 45 万元，帮助
300 多位职工子女完成了学业，实现了
大学梦想。如今，该公司“金秋助学”再
启程。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曾红林

铜冠矿建公司
“金秋助学”再启程

为积极倡导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全员参与、交流合作、充分展示、健
康快乐”精神，铜冠物流公司于日前举办了“我的企业我的家‘卓越绩效杯’”职
工太极拳比赛（如图）。通过比赛，不仅重塑了职工的健康意识，更是增进职工间
的感情和友谊。 王树强 摄

“老马，老马，3号库周边山
林发现‘火情’，现在我俩正利用
灭火器在全力扑救，但火势太
大，请求支援……”8 月 18 日上
午 8 时 30 分，铜山矿业公司保
卫部寒山炸药库值班人员甘华
与黄克胜在巡查时，发现炸药库
周边山林发生“火情”，立即通
过对讲机向寒山炸药库值班长
马太华汇报了火势情况并展开
扑救。

“知道，我马上向部里及矿
调度汇报，你现在立即开启消防
水泵……”

3 分钟后，随着刺耳的警笛
声，一辆消防车风驰电掣般驶
进寒山炸药库库内，该公司保
卫部消防队员朱祥与经济护卫
队员吴江鸿迅速爬上消防车车
顶，打开消防车灭火水炮，霎
时，水柱喷涌而出，直射着火
点。

8 时 35 分，应急疏散组、救
护救援组、后勤保障组赶到现场，
按各自分工开展救援。

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并非
真的是炸药库发生火情，而是该
公司正在开展寒山炸药库防火
防爆应急演练。寒山炸药库担
负着该公司采矿作业使用的民
用爆破器材的储存、保管、发
放，一旦炸药库发生火灾，有可
能引起炸药爆炸，那后果将不
堪设想。

当天，演练假想“炸药库周
边山林突发火灾，危急库区安
全”，接警后，矿业公司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各应急救援组反应迅
速、沉着应对，按照职责和分工实
施灭火并组织救援救护工作，经
过 30 分钟的紧张扑救, 火势被
完全扑灭，事故现场得到彻底清
理并恢复正常，演练取得圆满成
功。

“像这样的演练，我们每年
都会开展一次，通过演练，让矿山
保卫人员了解掌握各种火灾事故
应急处置方法和程序步骤，也为
今后在灭火救援中增加实战能
力，提供安全保障。”演练结束
后，正在清理演练现场的该公司
保卫部副部长俞寿平向笔者介绍
说。

张 霞 任建中

着火啦……

据央视新闻报道，8 月中旬，某市
一条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前，一位
行动迟缓的老人脱帽向停车礼让的司
机鞠躬致谢。这条不足 10 秒钟的视频
在广大网友中频繁转发，引起大家的
感动和点赞。据悉，当地交警部门找到
了这位斑马线前文明礼让的“90 后”
女司机，而鞠躬致谢的老人是位 88 岁

的离休老干部。两人再次见面时，女司机
当面向老人鞠躬回礼。交警为女司机颁
发了“文明交通最美驾驶员”的荣誉证
书，并给老人敬献了鲜花。

这一视频引起观众一片点赞，人们
用“暖心”“敬意”“震撼”“正能量”等
美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动。感动之后，也引
起了笔者的思考和反思：那就是“既要

感动，更要司机们和广大群众自觉行
动”。司机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礼
让行人，老人为何要鞠躬致谢？显然，老
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其
实，我国《道路行车安全法》规定“车辆
通过没有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时，须注
意避让来往行人”。可是，随着我国车辆
的大幅增加，如今大部分司机都忽略了
这一点，因为没有交警和红绿灯，斑马线
形同虚设。不少司机不但不为行人过马
路停车，有的甚至连车速也不减。所以，
在本应相对安全的斑马线上，所发生的
交通事故屡见不鲜。

机动车在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礼
让行人是基本的交通常识，我们为文中
“文明交通最美驾驶人”的“90 后”女
司机和文中 88 岁的离休老干部点赞，希
望更多的驾驶员学学女司机，而行人们
也应该对礼让的司机们表示谢意，共同
为我们城市的文明创建和文明出行多做
贡献。

既要感动 更要行动
□殷修武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
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
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
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
现了我们党对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高
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
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
党一贯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一贯重视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始终把思想
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马克思主
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
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种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格，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蓬
勃生命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
在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我们党的全部工作才能够体现时代
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显示出
永不枯竭的创造活力。

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
实践的检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建立
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也必须随之不断
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以高度的
理论自觉创造性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
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新课题，不断进
行理论思考、理论概括，提出了一系列
极富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
求，把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这集中体现在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内
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
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开

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也
是我们党对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
新贡献。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就在
于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指
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
系，它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
真理的道路。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
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
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
自信和战略定力。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
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
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
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
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
野、作出新概括，坚持以发展着的理论指
导新的实践，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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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六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安庆铜矿钳工技师王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