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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10 月份完成采矿量 27 万
吨，又刷新今年月产记录。”

“艰难任务，还是党员们冲得上、
干劲大，真棒！”

11 月 15 日早上派班会刚结束，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派班室里区务公
开栏前工友们一边看着生产报表;一
边不时地热议着、点赞着……

近年来，这个矿党委创新载体，突
出特色，将党建工作向千米井下延伸，
向井下一线覆盖，着力打造“千米井
下党旗红”品牌党建。在井下中段建
立了“井口党校”、党员活动室、文化
驿站和阅报栏等学习教育阵地，并以
“党徽在闪耀”“党员责任区”“党员
示范岗”“党员活动日” 等创优争先
活动的辐射，引领和激励着全矿党员
在政治上求进步，在技能上争 “尖
子”，在岗位上当“标兵”。今年承担
着 500 多次爆破，1000 吨炸药量，
290多万吨采矿量任务的采矿工区采

矿班是全矿生产“尖刀班”，曾荣获“全
国有色行业系统模范班组”。在全矿大
干四季度，冲刺全年任务中，身为矿优秀
党员的班长倪青主动请缨，带领全班 7
名党员和 30 多名工友奋战在井下负
480 米至负 960 米中段的 8 个采场上，
组成“党员突击队”开展重点工程攻关
竞赛，发扬“岗位塑形象、争当先锋手”
的工作热情，攻克了采场通风差、大块多
等困难，大干四季度首战告捷，10 月份
完成 27万吨，创本年度月产新高。

“我是排头兵！”这是共产党员、掘
进一区支护班台车工杨邦能常说的一句
话。工作 20多年来，杨邦能一直奋战在
井下第一线，以一名党员“标杆”的形象
带动着工友们，掘进量年年超额完成，工
程质量合格率 100%，是全矿“样板工
程”，并保持零“三违”、零工伤目标。区
党支部命名杨邦能的掘进小组为“党员
示范岗”，从去年到今年，杨邦能和他的
小组在负 850 米、负 825 米、负 790 米
等中段，几经辗转，不停奔波，先后出色
完成数十项矿重点工程。尤其今年在转
战负 790 米中段 58 线至 66 线掘进采
准施工任务中，到 10 月份提前完成三

项矿部关键性工程，为确保全矿采矿衔
接立下汗马功劳。杨邦能这位集团公司
首席员工，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我是
排头兵！”的诺言。

“红色引擎”是大团山工区党支部
今年在全区党员中开展的主题实践活
动。支部在每个班组中配备 2名以上党
员，引领职工挖掘潜力，激发干劲，辐射
“红色引擎”能量，为工区谋发展、促生
产的攻坚战提供强劲的驱动力。工区出
矿一班副班长，有着近二十年党龄的胡
积智，与班组3名党员担当“引擎手”，带
领全班 10 名员工在负 670 米中段桦树
坡4号盘区、负670米中段团山5号盘区
等三个作业点的出矿任务中, 党员带头
坚持每周一开展“井下安全自查”活动，
严格实施高风险作业“一法一单”安全
保障机制，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激发
出“红色引擎”的强大能量。1 至 10 月
份，小组完成出矿量 19.65 万吨，完成年
计划任务的 125.96% ，在全区 8 个出矿
小组中率先提前 2个月完成全年任务。

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冲得上。11 月
5日 7 时许，该矿井下负 875 米中段主
力出矿溜井 44 线 2 号漏斗，由于上部

采场充填体及大块矸石烧结，造成了严
重卡结，影响正常有序出矿生产。险情就
是命令，就是战斗。运输区这个“省属企
业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 党支部，
危情时刻彰显战斗堡垒坚强力量，区党
支部书记徐南信、区长陶胜国和当班的
党员许海峰、米春井、俞成满等迅速奔赴
现场，观察漏斗卡结实况，准备安全防
护，布置清理方案，发出“党员冲在前”的
号令……在家休息的党员杨红圣、胡善宝
等闻讯后，也急切地赶到井下现场。支部在
现场立即组建党员突击队，面对着堆积如
山的大块矸石充填体泥糊，党员和职工们
用铁锹一锹一锹地铲，簸箕一遍一遍地扒，
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全身湿透。经过6个多
小时的连续奋战，13时许，彻底清理掉矸石
泥糊这个“拦路虎”。全体参战党员用自己
的意志品质和奉献精神，为职工树立了榜
样，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

在“千米井下党旗红”引领下，该矿
600 余名党员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发
挥着“多面手”“排头兵”和“顶梁柱”
的模范带头作用，坚守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信念，让鲜红的党旗飘扬在千米
井下。 汤 菁

千米井下党旗红 本报讯 11 月 15 日，“2017 安
徽企业 100 强”榜单出炉，铜陵有色
凭借 1495.53 亿元的营业收入荣登榜
首。此次安徽 100 强进入中国企业
500强有 14 家企业，入围数量在中部
六省中位居第一。

百强企业入围基准逐年提高，阵
容逐年壮大。此次入围企业营业收入
基准是 35.51 亿元，100 强企业营业
总收入达到 16156.7 亿元，连续六年
破万亿元。安徽海螺、中铁四局分别以
986.51、625.65 亿元的营业收入，与铜

陵有色共同荣登百强榜前三甲。
今年 100 强企业纳税总额上升，利

润水平翻倍增长。这一情况表明安徽百
强企业逐步适应新常态，在转型升级、提
升企业盈利能力方面取得了可喜进步。
截至今年，100 强企业有海外收入的企
业数一直没有超过 50%，2016 年 48
家，2017 年为 44 家，但海外收入额逐
年增加。2016 年为 783.8 亿元，2017 年
为 972.8 亿元，100 强企业外向度在逐
年提升。

本报记者 陈潇

铜陵有色位居“2017安徽企业百强”榜榜首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中央电视
台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播出了
十九大代表、稀贵金属分公司高级技
术主管王爱荣在冬瓜山铜矿千米井下
向一线员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新
闻，金冠铜业分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共
同观看了该期新闻节目。

观看结束后，该公司党委对全体党
员深刻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提出具体
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作
表率，通过党员活动日、学习交流会、专
题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准确把握十九大
的精神实质。利用各种宣传阵地，推动
十九大精神进部室、进车间、进班组，传

达到每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该公司党

委以各种形式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
精神。以党委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
互授党课、主题党日为载体，该公司将学
习宣贯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到集中学习
和自主学习中，号召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思想、
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目前，该公司已将《新党章》《党
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
读本》 等书籍发放到了每一名党员手
中，作为基层党小组学习的主要教材。
同时在党建微信群中，定期更新发布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重点及相关新闻报
道，不断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热潮。

萨百灵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潮

本报讯 制造业产值增长 2%，已
经是业界不俗成绩。而铜冠建安电控厂
今年创下了产值增长20%的骄人成绩。
截至 11月 15日数据统计，该厂提前
45天完成了年度内部考核指标，再度
刷新了该厂同期增长幅度，人均生产产
值近80万元。

从3年前，年产值1千万，到 2016
年产值突破 2 千万，在人员减少，制造
业市场竞争力愈加残酷的情况下，30
多人的铜冠建安电控厂，如何突破极
限，实现人均80万元累计2400万元
生产产值的？

用资质作为“强身健体”的抓手
是该厂“法宝”之一。“没有资质，你
再有技术力量，也不能做呀！”该厂厂
长王辉介绍，作为老企业，人才优势，
老国企员工的敬业优势，一直是电控厂
最大的“本钱”。有了“本钱”，却不能
什么事都能做，得有相应的资质。在今
年生产任务繁重的每一天，每一周的工
作安排里，电控厂都仍然将资质的申请
工作作为主题之一。从前年开始，该厂
就未雨绸缪准备好各类资质申请的相
关工作。从KYN28系列高压开关柜资
质，到矿山用一般高压开关柜子；从一
般型号低压矿用柜，到多种类型的低压
电控产品通过“3C”认证资质，截至到
10月份，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电控
厂，拥有了10项资质，完全覆盖了铜陵
有色集团矿山、冶炼、加工业所需的各
类高低压开关柜制作的能力。并成为国
内同类企业中拥有资质最多的一家。10
月份，北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对该厂
资质与体系进行认证中，就一次性地审

核通过所有资质申报。
有资质，有能力做得好、做的“精”，

销路怎么办呢？“这个厂子里，没有厂长、
副厂长，技术员、质检员、销售人员的明确
分工界限———换句话说，人人都是销售
员。只要有意向的，每个人都会积极主动
去联系、去沟通。”王辉介绍。目前该厂生
产的 10个资质的各种高低压开关柜，已
经声名远播，但是，首先是确保好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所属企业的需要。无论是沙溪
的庐江矿业急需，还是安庆铜矿、冬瓜山
铜矿的技术改造，或者是铜箔建设现场、
奥炉项目建设所需，电控厂必定第一时
间，保质保量将“因地因企”所要的高低
压开关柜“量身打造”好，现场安装好，或
突击维护好。对新疆、甘肃、山东等地企业
所需的各种型号柜子，则额外加班加点。

不管是因为“酒香”别人找上门的，
还是“毛遂”自荐的，后续的良好服务，是
赢得销路打开，也为巩固市场打基础的
另一个重要手段。“我们说的后续服务，
不是指出了问题的后续服务———建安
电控厂，至今没有任何一起质量事故影
响到任何一家单位的正常生产。而是指
利用我们的技术力量，补缺补差随喊随
到的服务，”王辉介绍，今年 6 月底，集
团公司内部某一家企业的取水泵房几
台外地厂家生产的开关柜突发故障，面
临停产。而该企业事先预定的西门子开
关柜迟迟不能到达，该企业负责人急告
求援。电控厂 30 名员工立即放弃下班，
连续 48 小时轮番作业，赶制出符合使
用要求的开关柜，送往该企业，避免了
企业停产。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李海波

铜冠建安电控厂提前 45天完成全年考核指标
产值同比增长 20% 刷新同期增长幅度

本报讯 凤凰山矿业公司经过多
年开采，坑下负 360 米和 440 米两个
中段资源已消失殆尽，生产形势异常
严峻。为解决员工的“吃饭”问题，该
公司加快深部资源接替工作力度，确
保老矿山持续稳定发展。

为了稳定现有产量水平，该公司
超前安排、合理部署，加快推进负 440
米以下深部开拓项目工程建设进度，
力争早日形成供矿能力，稳定现有产
能，确保矿山可持续发展。多管齐下狠
抓生产衔接，加强计划指挥控制职能，
保证采充采准衔接，确保主力中段的
采（供）矿能力。合理安排好负 500
米、负 560 米两个主力生产中段的资
源开采，加大现场管理力度，按采掘管
理要求，做好损失和贫化管理，确保供
矿品位，实现效益最大化。稳定选矿技
术经济指标，加大对选矿产品回收科研
和技改投入，尤其是加强对负440米以
下深部中段矿石资源选矿试验研究力
度，提高回收率。继续开展《朱山脚 -
相思树地区铜多金属矿找矿勘查》项
目，做好深部及周边找矿任务，寻求新
增资源，力求延长老矿山的服务年限。
加强负 360米中段矿柱力学环境探测
及地压监测研究项目，为矿山后期水平
矿柱回采、确保矿山稳产提供有力技术
支持。 夏富青 黄志浩

凤凰山矿业公司着力抓好资源接替

本报讯 11月 11日，天气阴沉，
苍翠的松柏在初冬的寒风中傲然挺立。
安庆铜矿工程党支部的 17 名共产党
员，胸佩党徽，来到岳西县大别山革命
烈士陵园，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过一个
有意义、受启迪的党日活动。

党员们缓步向前，来到纪念碑广
场。广场左侧摆放着钢制的鲜红的中
国共产党党旗，党员们面向党旗，右手
握拳高高举起，在党支部书记杨先明
的带领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
行党员义务……

参观后，党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党
日活动，感触很多，震动很大，深受教
育，深受启迪。老党员蒋世发感慨到：
“革命先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干革
命，就是有着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意
志坚定，为了誓言死不足惜。”党员戴
振来表示：“来经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非常有意义，先烈们为了人民过上幸
福的生活，那正是抛妻别子，有的人牺
牲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想想今天的生
活，我们还怎么能够不好好工作，忠实
地履行好职责。”杨先明说：“今天在
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向习
总书记要求的那样，不忘初心，牢记职
责，要像革命先烈那样，坚定理想信
念，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切切实实在本职工作中履其职、
尽其责、发其光、献其热，无愧誓言，不
辱使命。” 陈文革

安庆铜矿工程党支部到岳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以宏伟蓝图凝聚人心，用苦干实
干开启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
民建设国家、走向复兴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描绘了从
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宏伟蓝图，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战略视野、高远眼光与
科学谋划，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时间表，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书，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深刻把握这
个新目标，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
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
章。

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
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三步走”
的战略安排，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
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
标已分别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上世
纪末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

八大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
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历经极不平凡的五年砥
砺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
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深层次、根
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

形势决定任务。从十九大到二十
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
展条件，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
排，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
中叶要达到的发展水平，提前到 2035
年来实现，进程缩短了 15 年；将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设
定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为我们
描摹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人图
景，为我们标注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行动纲领。

梦想昭示未来。从现在到 2020 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剩下 3 年
时间里，让 13 亿多人民共同迈入经济更
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
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必须兑现
的庄严承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
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
项要求，根据十九大的最新部署，紧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统筹推进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项建设，坚
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
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
舟”。新目标已经确定，新征程即将开
启。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就一定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书写波
澜壮阔的新史诗、创造举世瞩目的新奇
迹。 人民日报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五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他秉承“修就要修好”的理念，在电气设备的维修上认真负责，经他维修过的电气设备不仅质量好，而且使用寿命
长。他先后获得工程技术分公司年度优秀产党员、安环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所在的电工班组也被评为公司优秀班组。

铜山矿业公司广泛开展“五小”革新和“QC”攻关活动，鼓励企业员工在岗
位成才，为新矿山持续发展练就新本领。图为职工在开展“五小”革新活动

余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