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知识、技能和创新，是中国人口红利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型的必由之路，
也是每一个个体放大人生价值的关键砝码。

劳动还光荣吗？劳动还能致富吗？这些略
显宏大的命题，近来却屡屡引起人们尤其是
年轻人的讨论。在网上，有位经济学家曾抛出
一条“毁三观”的结论：劳动致不了富，迅速
遭到众多网友从事实到逻辑、从学理到情理
的全方位反驳。事实证明，靠双手实现梦想、
用劳动创造价值，既是人之为人的朴素道理，
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更是我们时代深
植于每个劳动者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是事关社会根
基的大命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即
提出主张，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理论更进一步提炼了劳动的意
义；因为历来重视勤劳致富、信奉劳动创造
价值，中国的变革甚至被外媒称为“勤劳革
命”。回溯历史，从“铁人精神”到“红旗渠
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正是劳动者
手不停歇、抓铁有痕地实干，才成就了今天
的辉煌中国。不可否认，社会上一度对劳动
的价值有所怀疑，但时至今日，当蓝领工种
薪酬普遍提升，一些企业的大工匠年薪甚至
高达百万，劳动价值在回归。这些都构成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
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的坚实基础。

今天，劳动者的内涵被前所未有地拓展。
网络主播、职业电竞选手、健身私教、梦想规
划师……这些之前很少见的工种被创造出
来，同时也催生了这个时代新的 “人生赢
家”。重庆朝天门的“棒棒军”谢幕了，纯粹
作体力要求的工作越来越少，呼唤创造力的
行业在急剧扩张。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激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细化的分工，既
在拓宽劳动者内涵，也在敦促劳动精度的提
升。同样加工一个零件，精度 99%是工匠，精
度 99.99%就成了令人仰视的大国工匠。劳动
不仅没有过时，其市场价值还将进一步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正因为知识与劳动已如卯榫般
紧扣，我们重申勤勉的意义，更要强调知识
的分量。在知识经济风口起飞的创业者，
“臂非加长也”“声非加疾也”，是知识提供
了杠杆。这是一种风向，更是一种取向：强调
埋头苦干不等于一味蛮干，新三百六十行，
哪一行都离不开创新。拥抱知识、技能和创
新，是中国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
型”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每一个个体放大
人生价值的关键砝码。正所谓技多不压身、
不看学历看能力，新时代这杆秤，比任何时
候都掂得出一个人的真正分量。

让劳动者梦想成真，勤劳勇敢者最需要
的是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更多人生出彩的
机会。30 多年前，正是城乡间闸门的打开，
让束缚在土地上的手脚一下子伸展开，让中
国的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今天，当户籍改
革继续推进，市场机会持续增加，更多人有
机会跻身成才成功的大门。但这条大路仍需
要进一步拓宽。从金融浇灌“三农”到孵化
创业项目，从强化职业培训到提供职业规划
辅导，从增进劳动权益保障到消除就业歧
视，当每一个最初的梦想被善待，勤勉劳动
自然会成为一种信仰。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从制度运行的视角看，确保采花的蜂吃到最
甜的蜜，甚至比鼓励“蚕吐丝、蜂酿蜜”更为
重要，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
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
“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
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
酬同步提高”，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被劳动
者共享。当所有勤劳守法者都能致富，做大中
等收入群体水到渠成，劳动的价值不言自明。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本上靠劳
动、靠劳动者。幸福不会从天而降，但劳动可
以让梦想成真。 人民日报

让“劳动者”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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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啊！你今年种菜、种茶，
又养鸡、又养猪，还养羊，你很有技
术啊，你要把技术传授传授给别人
一些，也好带动别的贫困户”，“是
的，我今年光国家奖补就有 7000
元……”。贫困户王高翔一边应答
着铜冠物流公司帮扶领导的话，一
边频频点头。

铜冠物流公司是枞阳县钱铺镇
黄岗村包村单位，承担着全村 184
户脱贫攻坚任务。由于黄岗村贫困
发生率高，致贫原因复杂，作为结对
帮扶主体单位，铜冠物流公司领导
坚持每月都要到黄岗村进行工作调
研，针对黄岗村村情，商讨帮扶办
法；每月一次到黄岗村入户走访，因
户施策，拟定帮扶措施，王高翔就是
帮扶中的一户。

“一人不能少”，今年初，黄岗
村通过精准排查，发现新增的一些
贫困户没有落实帮扶责任人。困难
反馈到了铜冠物流公司，该公司领
导主动承担起帮扶责任，落实了公
司领导每位帮扶 2 户，高级技术主

管在原来两人帮扶 1 户的基础上，再
帮扶 1户的规定。同时该公司还积极
协调有色帮扶单位共同帮助，实现了
黄岗村每位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的
目标。今年 6 月份，该公司协同黄岗
村，根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求，进
行了贫困户动态调整，并对全村所有
农户，进行排查摸底，逐户核查贫困人
口信息。10 月份，该公司又组织帮扶
干部通过入户调查、查阅相关资料、走
访群众、填写调查问卷等方式，再次核
查贫困户信息资料，重点做好“两该
两不该”工作，避免出现该进未进的
贫困户，以确保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在
随后的大排查和省第三方评估中，该
公司克服任务重、人手紧等困难，抽调
精干力量，组织成立了工作队入村驻
点，协同开展工作，确保扶贫路上不丢
下一名群众。

“一户不能落”，小康路上不落下
一户贫困家庭，该公司在总结黄岗村
贫困户家庭劳动力特点的基础上，设
置了精准帮扶“三部走”计划。该村周
正平和王高翔一样，即有技术，又有体

力，由于家庭变故，曾经一度思想低
落，随着国家产业扶贫力度的加大，铜
冠物流公司紧跟政策节奏，对养殖贫
困户在国家奖补的基础上，每类家畜
养殖另行奖补 300 元，提高了贫困户
的养殖信心，现在黄岗村产业扶贫覆
盖率已达到 70%以上，让贫困户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帮扶。孙孝雄年老体衰，
没有技术，针对此类人群，铜冠物流公
司在黄岗村设立了公益性岗位，从事
村内保洁任务，让贫困户居家就业，既
增加了贫困户收入，又促进了黄岗村
美丽乡村建设，使每名贫困户每年获
得收益近 5000 元。左双六是位五保
贫困户，没有劳动能力，是帮扶工作中
的重点人群，帮扶工作中，铜冠物流公
司积极利用国家政策，申请危房改造，
争取五保资金和城乡养老保险，让每
位五保贫困户每月都有了固定收入。

10 月份，该公司还挤出资金，购
置日常生活用品，走访了全村 28 户
五保户，保证了五保贫困户居有房、食
有粮、穿有衣。在三类人群帮扶中，帮
扶覆盖率达到 100%。 章红海

一人不能少 一户不能落
———铜冠物流公司精准帮扶枞阳黄岗村贫困户

本报讯 日前，技术中心未来
三年发展目标出炉，从保障目标的
各项重点工作和措施中看，“创新”
无疑成为了该中心未来一个时期发
展的关键词。

“完善以技术中心为核心、成
员企业研发力量为基础、重大项目
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持续完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建设，实现集团公司科技成果和知
识产权的质量提升。”在核心目标
确定的同时，“新增受理授权专利
数”“ 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
数”“制（修）定国际、国家和行业
（地方）标准数”等体现科技创新
的指标也被明确提出。

创新体制机制，是增强企业发展

内生动力的首要措施。今后，技术中心
将稳步推进设计研究院改革改制，整合
相关检验检测资源，建设集采矿研究
所、选矿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各类资源
为一体的企业矿冶研究院，推进能源公
司由专业服务型向业务多元化发展模
式转变，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

作为集团公司科技创新的重要平
台，技术中心以加快推进集团公司研
发中心基地建设为中心，统筹规划将
检测研究中心，采、选、冶三个研究所
的实验室和中试线异地新建，力争使
研发条件在“十三五”末达到同行业
企业领先水平。

围绕集团公司发展壮大主业、培
育新兴产业、提高企业经济技术指标、
增加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等目标任务，技术中心将进一
步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健全集团
公司成员企业科技管理考核力度，充
分调动其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
创新成果投入和应用于企业生产经
营，提升科技经营效益和效率，是未来
三年技术中心的工作重心。为此，该中
心将充分发挥整体科技资源优势，建
立设计、科研、检测、节能服务等联合
创新机制，推进深度创新发展。不仅如
此，将整体优势的发挥细化落实在采
矿、选矿、冶金研究所，设计研究院、检
测研究中心，铜冠能源公司各条主线
的创新上，也成为技术中心未来发展
的关键。 萨百灵 张蓓

创新：技术中心未来三年发展关键词

本报讯 12 月 12 日，在网上网下
共享岁末年终的购物庆典时，金冠铜业
分公司生产线上也传来好消息：截至
“双十二”当天，该公司 2017 年阴极铜
产量已达到 37.06 万吨，圆满完成既定
的年度目标任务，比计划时间提前了
19天。

历时 40 天的年度大修和 FCF 冷
修，原料市场中国产矿使用量增加、进口
矿品质下降引发的一系列生产平衡的问
题，这一年来金冠铜业分公司遭遇的诸
多情况，都预示着这346天的发展之路
并不好走，也更显如今成绩的难能可贵。

“提质增效”是这一年贯穿于金冠
发展始终的主线，在这个工作总思路引
领之下，围绕生产关键环节，“提升两
炉系统作业率”“深挖提产潜能”成为
两大坚固的发展支柱，金冠从稳定过
程、优化指标、降低消耗等多方面入手，
精心组织生产，努力寻求着产量和效益
的最佳结合点。

2月 19日到 4月 1日，是金冠进行
设备大修及FCF第一炉期冷修期，也是
2017年金冠遇到了第一道生产大关。在
整整40天的时间里，该公司完成了 662
项检修项目和 80项清理项目，在未发
生一起安全环保、设备事故前提下，比原
计划提前 5天实现系统投料生产。

安全、高效的背后，支撑着的是许
许多多的细致严谨工作。不论是大修前
18 次大修推进会的精细筹划，大修期
间 40场大修协调会的有序推进，抑或
是对 “单系统停车”“双系统缩槽”
“双系统停电” 三个电解方案的制定、
论证、对比和最终选择，还是企业整体
大修项目施工进度控制网络图及各车
间项目施工进度计划网络图的制定和
严格遵循，每一处皆是用心与专心。

而抓住大修时机，在排查补缺的同
时实现提升，则在用心之外更显智慧。
大修期间，金冠有效实施了排烟收尘系
统、精矿喷嘴等改造，解决了浓相输送、
蒸汽干燥盘管业已存在的瓶颈问题，通
过清除工艺障碍，也为 FSF 的高负荷
生产创造了条件。

磨刀必不误砍柴之工。伴随着冷修

后多项生产瓶颈的消除，阳极板产量
明显提高，这同时也对系统生产平衡
提出了新要求。为此，该公司数次提高
电解系统的电流密度。什么时间提电
流？每次又该提多少？在此之前，该公
司都会仔细统计当时的阳极板库存，
对远期的阳极板产量进行科学预判，
并在电流提升期间严密跟踪电铜质量
状况。

一步一个脚印，金冠走的稳定坚
实。在数次电流提升后，阴极铜质量保
持稳定，同时也创造了在投产以来最
高电流密度下稳定生产的记录。

科学的生产计划必须有效执行才
能促进生产，为此，金冠铜业分公司持
续优化生产计划管理。“每日对生产计
划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跟踪比对，及时
纠偏调正，不断提高计划完成率。”
“以冰铜和阳极板库存管理为中心，全
面协调各系统生产负荷，保持生产高
效。”“加强物料平衡控制，努力保持
物料平衡和闪速炉炉内热平衡，将中
间物料库存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这
些措施不仅写进了生产计划中，更践
行于金冠人的具体行动下。经过实践
检验，在确保系统稳定生产的基础之
上，该公司 2017 年冰铜库存一度降至
2000 吨的历史最低位。

与之一同降下去的还有成本。今
年，金冠大力实施节电增效工作，制订
完善了能源管理考核办法，在选矿破
碎和冰铜磨等试点基础上选择更多具
备条件的工序实施错峰用电，进一步
降低产品综合能耗。与此同时，大力推
进蒸汽平衡和循环利用，两套余热发
电机截至目前完成自发电 4539.64 万
千瓦时，“工作量”涨了，它们也因此
得以更好地“发挥余热”。

“算着干，干着算”是金冠铜业分
公司将党建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相结
合中迸发的亮点。对此，电解车间班长
朱彪这样理解，“作为党员，我们不仅
要努力解决生产难题，更要在生产的
时候把成本意识扎根在心里，要思考
着做事不能蛮干。”今年，结合“两学
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该公司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突出“关键少数”
并向基层延伸，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全面提高企业效益。

萨百灵 封保敏

已完成阴极铜产量 37.06 万吨

“双十二” 金冠铜业冲破年度生产任务关

日前，缅甸莱比塘矿堆浸场布料机设备检修工作正式开始。本次检修工作除
日常设备维护保养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内容，新上了 MT24 胶带机、RT01
和爬坡胶带机等几台新设备。图为检修现场。 高 峰 摄

12 月 14 日上午，工程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奥炉建设施工保障队伍与奥炉
业主进入熔炼电炉安装现场，针对电炉安装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图为工作现场。

吴义龙 摄

本报讯 12 月 15 日，集团公司
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
步纠正 “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
要批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精
神，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持之以恒加
强作风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军主持会议。

杨军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批示，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内涵丰富、
要求明确，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不懈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集团公司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结
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
度重视、百倍警惕“四风”问题的顽固

性反复性，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五个纯
粹”。

杨军指出，集团公司各单位各部门
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转作
风改作风情况作为年底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对照检查的重点内容，切实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
开展查找“四风”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采取过硬措
施，坚决加以整改，务求取得实效。

杨军要求，要坚持从各级领导干部
做起，以上率下、层层带动，继续紧盯元
旦、春节等时间节点，从一件件小事抓
起，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不断巩
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
30条、集团公司 23 条规定的成果。

钱庆华

集团公司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杨军强调：从小事抓起 从领导干部做起 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

12 月 20 日，集团卓越绩效自我评价培训班在五松山宾馆举行。由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组织举办的此项培训班，旨
在指导集团公司二级单位开展好 2017 年度卓越绩效自我评价，对编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工作交底，促进各单位进
一步深化卓越绩效模式。集团公司各二级单位卓越绩效管理部门负责人、卓越绩效管理人员、卓越绩效自评师约 120
人参加了培训。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