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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南湖湖畔的那条红船，
还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小船”。船上的
与会代表屈指可数，船内船外全国的
共产党员加起来只有 58 人。中国共产
党诞生了，但在当时许多人士看来，只
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 300 多个政治团
体又多了一个党派而已。那时的旧中
国，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和每天解散
的政治组织一样多。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无法预测，就
是这么一个小小红船上诞生的政党，
28 年之后代表中国工农力量推翻三
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35 年之后基
本完成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57 年之后以无比的魄力实行改
革开放至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
迹，今天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了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漫漫征程，几多风雨。从当年的
58 人发展到今天的 8944.7 万人，从当
年的 300 个政治团体之一成长为今天
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能”，从“红船精神”中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里我们可以找到答
案，从“红船精神”中立党为公、忠诚为
民的奉献精神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而
“红船精神”中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更揭示了我们党历经艰难坎坷
而不倒，任凭时间刷洗而不变的精神密
码。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与
当时的 300 多个政治团体性质迥异，原
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一大会议在
白色恐怖中召开，由上海转至嘉兴，在南
湖红船上完成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靠的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
革命精神。之后，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
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
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
的还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
命精神。

在惊涛骇浪不断的革命大潮中，红
船在升腾，共产党人的信念也在升腾。放
眼世界，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如此勇
于进行自我革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决心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也正是依靠

着源自红船并一脉传承的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也正因此，党
的十九大报告才有足够底气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
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党深知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
能胜苍穹”，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
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失去了
自己的根本，必然走向失败。“成功，是
一场持久战”，我们党就像“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竹，深知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
胜利”，不勇于自我革命，不长于不懈奋
斗，断不会有自动的成功。

今天，我们抵达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接下来几年，
一个个工作坐标需要实现。从第一个百
年目标，到第二个百年目标，更有艰巨的
新目标新任务等待攻坚。成绩越往后越
难被提高、纪录越往后越难被超越，“行
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唯有不忘红船初
心，牢记历史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畏艰险、艰苦
奋斗，以理想的硬度和坚韧的强度，经住
风吹浪打，跨过急流险滩，以压倒一切敌
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
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船劈波
斩浪、不断奋进。 光明日报

———三论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现实意义

漫漫征程中惟理想者胜惟坚韧者胜

时近隆冬，坐落在合肥市庐江县境
内的新矿山———安徽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生产热度并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
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公司大门口景观
塘垂柳依依，清澈的水面泛着涟漪。在办
公楼的不远处，是员工的漂亮的生活区
和生产区，与金黄色的稻浪构成一幅美
丽的画卷。

今年的 7 月 1 日，安徽铜冠 （庐
江） 矿业公司重负荷联动成功试车，标
志着矿山由基建正式向生产阶段过渡。

“人机磨合需要较长的过程，尤其
是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矿山。”该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司组织技术力量，
加快采选生产系统设备和操作人员的人
机磨合，重点疏通矿山生产系统过程中
产生“肠梗阻”，确保生产系统无隙对接
和稳定运行。截至 11月底，该公司选矿
车间共处理矿量 17.8 万吨，含铜 599.35
吨，选矿平均回收率为 84.44%。

矿山建设是个系统性工程，每一项
工作都不能有失偏颇。该公司在做好人
机磨合的同时，下大气力做好掘进、支
护、探矿等工作，每天有上千名人员在百
米矿井深处进行大会战。截至 11 月底，
分别累计完成掘进、支护、采切工程、地
质探矿为 21.2 万立方米、1.57 万立方
米、5.32 万立方米、1.65 万米，为矿山持
续稳定发展发力。

“尾矿管线安装结束并投入使用，
尾矿库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最为艰难
的负 410 米到负 800 米中段斜坡道与
各中段已贯通，为矿山下步开采打通另
一条便捷通道。”该公司负责人说，这里
每天都发生着新的积极变化，一座现代
化矿山日臻成熟。

记者看到，在矿山生产中，从采矿到
出矿，从提升到选矿……矿山生产大动
脉已畅通无阻。今年来，该公司在主井提
升系统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对破碎系统
进行改造，现已能够满足生产需要；牵引
变电所和动力变电所、矿（废）石卸载站
已投入运行；信号集闭系统正在与调度
站进行对接调试；有轨运输系统中轨道
大部分完成；漏斗及配套装置即将全部

安装完成；110 千伏变电站和负 970 中
段排水系统均已投入使用……矿山建设
“最后一公里”已被打通。据悉，该公司
从首采采场工业试验爆破工作到现在，
已成功爆破 20多次、药量为 77.4 万吨,
开采矿石量达 20多万吨。

选矿是出效益的地方。该公司针对
采选生产系统还处于工艺、设备、技术和
人员磨合阶段这一特点，成立了由专业
部门、基层单位、设备厂家组成的联合技
术小组进驻现场，加大系统巡检力度，开
展预防预控检修，摸清设备“短板”和找
准设备“隐患点”，及时掌握设备的动态
性能，高度重视设备的盲角、死角，将故
障消灭在萌芽状态。今年来，依靠系统巡
检和技术革新，生产效率和效益稳步攀
升。在 10月份，实现单日处理突破一万
吨的好成绩，为下步达产达标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把提升精细化管理作为驱动矿山发
展的“引擎”。该公司按照新模式矿山标
准，制订了管理、技术、工作“三大”标准
体系，出台了 395项基本制度，精细化爆
破、充填、地压监测等科研项目有序推进。

“矿山达产时每天选矿处理量达到
一万吨，我们现在正式员工只有 199
人，外协人员近千人。安全管理工作丝毫
不能掉以轻心。”该公司负责人说，抓安
全必须抓管理，安全问题在现场原因在
管理根子在干部。

为构建本质安全型矿山，该公司加
大安全管理创新工作力度，实现安全全
方位管控。通过完善安全监测监控设备
功能，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等手段，构建
出全员、全过程的安全控制体系，从源头
上消除安全风险。深入推进安全管理规
范化、现场作业标准化、检查整治常态
化，形成从“意识培育”到“风险研判”
再到“过程控制和应急处置”的闭环管
理过程，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明年重点工作基本敲定：确保选
矿日处理量达 8000 吨，选矿选铜回收
率为 85%，年产铜量 5278.5 吨；加快推
进负 585 米、负 465 米中段、负 650 米
以上中段的开拓；实现负 410 米中段的
探矿工程和斜坡道贯通……面临的困难
和压力还很大，但我们信心满满。”该公
司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汪海滨

一座新矿山的开局之美
———写在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试生产工作之际

“徐班长，6 号机靠液压油箱的
一侧 4 个螺杆全松了”、“徐班长，9
号机转向缸横梁螺杆断了”、“1 号机
是左前胎爆了，发动机 3 根皮带断了
2 根”……

12月 6日上午 8时 30分，铜山
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班班长徐矿明听
到维修工马凤鸣和张鹏慧对 4 台运
矿铲车一连串的故障汇报后，当机立
断，停下当天白班派班时预定安排的
更换 3 号机铲斗工作，全力以赴抢修
四台“趴窝”出故障的运矿铲车。

“肖斌，现把 10 号机上的新铲斗
下掉，和鹏慧处理 6 号机；老戴负责
检查保养，先让 10 号机出库，再换 9
号机横梁螺杆；我和老马换胎、换皮
带，保证 3 台车出矿”……

上午 8 时 50 分，一切准备工作
就绪，5 名维修工在采矿区负 568 中

段铲运机硐室中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只
有一个目标，早修好、早出矿，年终目标
任务冲刺迫在眉睫。

10时 25分，随着三台铲运机故障
处理完毕加油出库后，徐班长将工作再
次进行分工。今年 53岁、本在家休息带
孙子的张平也闻讯赶了过来，他从单位
库房背着维修用的配件就立马下井，也
参加了这场地层深处的“战斗”。

“肖斌，你带老马、老戴、鹏慧仍然
按原派班任务装 3 号机铲斗，我和老张
先排查 8 号机线路。”这已是他们连续
第二天更换铲运机铲斗了，大家都轻车
熟路，统力协作，老马打磨销轴，鹏慧开
铲运机，肖斌起吊铲斗，老戴负责对大臂
与铲斗的销孔，装钢套和垫片……

中午 12 时 40 分，一位到铲运机硐
室拿开水的铲运机司机看到个个“油头
满面”的维修工，正聚精会神地忙碌着，

就默默地给大家倒满杯中的水，把他们
的午餐饭盒放进烤箱里，拎着水瓶轻轻
地离开……

如果说前面的三台车维修只是这 6
名铲运机维修工的热身，那么这 8 号机
就是块硬骨头。为了不影响晚班出矿，徐
矿明班长动员大家再接再厉，并把这台
车出现的故障与这几位“土专家”描述，
现场开起了“诸葛”会。

大家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终
达成共识，软故障需要综合排查。首先
2 人检查油门踏板油缸，清污加油；另
3 人清理柴油箱，排油清污，查看柴油
滤芯和供油管路，1 人检查发动机相关
电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上白班的
铲运机司机是已下班，上晚班的铲运机
司机也开始上岗了，但是 8 号机还是不
给力，仍然冒着浓浓的黑烟，一会儿就熄

火了。6个“土专家”再次搜肠刮肚地回
忆以前厂家来维修发动机时“偷学”的
皮毛，拼凑成建议，决定先更换手动泵排
空气，不行的话，就“冒险”打开高压泵。

团结就是力量，6 名维修工说干就
干，小心翼翼地打开高压泵，用扳手一丝
一丝地调节弹簧间隙。

“看，黑烟没有了。”
“哎，没有熄火。点火时好像有挂不

上档的感觉。肖斌，你试试？”
“徐班长，这是齿轮打齿，是不是点

火电机？要不拆开看看？”
“鹏慧，熄火，拆熄火开关。看看是

不是齿轮磨损了。”
“老戴，你盘皮带轮；老马，把齿轮用

锉刀修复；鹏慧，我们换新点火电机；肖
斌，到地槽检查传动轴；张平，把柴油加
满，等会给生产班开。”

晚上 7 时 55 分，经过 11 小时的
奋战，满身油污的“土专家们”看着一辆
辆“复活”的铲运机，生龙活虎地开赴采
矿场，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余 飞

地层深处的抢修

本报讯 今年，工程技术分公司
面临金昌冶炼厂全面停产，直接导致
该公司金昌项目部驻点业务停止，近
三分之一的产值随之减少的困难，上
下一心，不等不靠不抱怨，“无米下
锅”就出去找。

为走出困境，该公司积极与金昌
冶炼厂、奥炉工程项目部接洽，争取
到了金昌冶炼厂设备拆除和奥炉工
程项目设备监造业务；利用冶化生产
单位停产检修的好时机，迎难而上，
主动出击。没有市场就出去闯出市
场，没有产值就出去创造产值。今年
以来，该公司筑炉专业组积极开拓外
部市场，主动承接了池州冶炼厂底吹
炉砌筑、江铜贵溪冶炼厂熔炼烟道耐
材等施工项目，并以过硬的维修技术
和施工质量成功将维修业务走出本
市，走到省外。在创造产值的同时，还
树立了属于工程技术维修人自己的
特色维修品牌，为今后外部市场的开
拓打赢了首战。

同时，该公司在保障好冶化片生
产企业设备稳定运行的前提下，维修
业务进一步拓展到铜冠机械、物资公
司、金威铜业等集团公司内部企业，
以实际行动践行 “做强做大集团公
司维修事业”的奋斗目标。

“实干才能出实效”，针对当前
面临的现状，该公司正在建立信息服
务平台，运行后即可实现指令信息
化，信息传递将会更加及时，维修服
务响应将会更加迅速，有限的检修资
源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该平台运行
以后，还可以利用维修故障统计大数
据，分析设备发生故障的原因，提高
诊断的科学性，提升设备状态掌控能
力。

该公司制定了 “先内后外”的
维修业务调度激励机制，完善了业
务管理奖励标准，鼓励内部单位间
相互承接业务，通过横向维修力量
调集和采取合作施工等方式，极力
提高设备自修业务量和自修产值，
减少维修项目的委外，降低外协维
修费用。为逐步掌控生产维修核心
维修技能，还积极采取 “送出去”
“导师带徒” 等多方式培养技术性
人才，解决维修人员青黄不接、技术
参差不齐的问题。

丁 嵘 方 盼

工程技术分公司
实 干 出 实 效

12 月 6 日，铜
冠电工公司职工正
在生产新能源汽车
驱动电机用漆包线
中上线作业。铜冠
电工公司立足于漆
包线传统市场的基
础上，积极研发新
产品，向新能源领
域拓展，日前成功
研制出新能源汽车
驱动电机用耐高频
脉冲电压漆包线。
并将这项新产品安
排在漆包线 分厂
066号机组生产。

目前，新能源
汽车用常规型号漆
包线每月销量 80
吨左右，变频型产
品进入送样试用阶
段。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矿产资源中心第一项目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在党员中开展以“亮身份、作表率、争一流、创佳绩”为内容的“党员示范岗”
活动（如图），进一步彰显党员的战斗力和先进性。 黄益胜 汪 峰 摄

12 月 5 日上午 9 时，安庆铜矿在选矿车间硝酸房开展了危化品泄露应急演练
（如图），经过近一个小时应急处置，“险情”排除。 胡耀军 伍代信 摄

本报讯 12 月 7 日，2017 年集
团公司法律讲座在安工学院 201 阶
梯教室开课。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杨军、
李文、徐五七、丁士启，股份公司高管
方文生、刘道昆、吴和平出席讲座。安
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王亚
林、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董劲松应邀授课。

徐五七作开班致辞，他指出，此次
讲座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的法治精神，扎
实推进依法治企工作，而针对集团公

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所举办的。参培人员
要充分认识这次培训的重要意义，明确
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成为知法、懂法、
守法的带头人；要珍惜培训机会，端正学
习态度，确保取得预期培训效果，切实做
到学懂弄通、学以致用、以学促行。

上午，王亚林律师以“企业及企业
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为题开讲，他以
大量鲜活生动的案例深入剖析了企业高
管犯罪的现状与特点、犯罪原因、最易犯
的十四大高风险罪名及犯罪风险点，并
就行贿犯罪风险防控及刑事政策作了重

点讲解。他说，公司高管的犯罪，从法
律角度讲是典型的“民刑交叉”的法
律难题，公司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防
控，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
会话题，企业管理人员要高度重视，基
本的法律素养不可或缺，同时要提升
公司法务工作权重，完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保证其运行有效。

在下午的讲座中，董劲松律师围
绕“公司法人治理”开展专题讲座，从
“公司溯源及中国公司法沿革”“公
司法人治理体系”两方面入手，普及

了公司及其法人治理的相关法律知识。面
对当前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形
势和繁重任务，董劲松以宝钢、武钢、联通
等典型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明确了国家政
策和具体指导意见。并以图表、图片、漫画
等形式形象地说明了企业的运营风险，提
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集团公司副总工（经）、机关中层管
理人员，各基层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分
管生产、经营（财务）负责人参加了此次
讲座。

萨百灵

集团公司举办法律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