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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刚刚闭
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总结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 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 部署 2018 年经济工作。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并阐明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明确
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 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系统谋划打好
三大攻坚战等重点工作, 为做好明年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注入思想
引领力和实践推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
干实事,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5 年来,我国
经济年均增长 7.1%, 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经济结构
出现重大变革,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 50%, 高技术产业迅猛发

展；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生态环
境状况明显好转,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
显增强, 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中等收入群体。放眼世界, 中国的发展
“风景这边独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
就,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正确领导,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是新时
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事有必
至,理有固然”。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必然要求, 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
必然要求。

肯取势者可为人先, 能谋势者必有

所成。迈向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推动
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
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的根本要求。只有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
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
完善制度环境, 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才能把握发展机遇,推动我
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
进展。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尤其
要做好 8 项重点工作, 从各个方面把高
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高质量发展, 是坚持改革创新的发
展,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
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高质量发展,是更
加公平、更为协调的发展,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让发展
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高质量发展,是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
展,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
住房制度,持续做好民生工作；高质量发
展,是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发展,要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快培育国际
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高质量发展,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要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新时代带来新机遇,呼唤新作为。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
来, 统一到党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部
署上来,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创造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辉煌。新华社

——一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年的时光不过一千多个日夜，铜
冠建安安装公司钳工班班长的倪晓宏，
就用这一千多个日夜把一个钳工高级
技师的“工匠精神”，演绎得令人难忘。

12 月 15 日见到的倪晓宏，两腮
边，连同下颌，留蓄的胡须一寸多长。这
是为了纪念 11月 6日刚刚去世的父亲
刻意蓄留的。还有，就是他表达对父亲
重病期间照顾时间欠缺的愧疚。

“4 月份检查出来（癌症）的晚
期。6 个多月里，一个接一个的工程任
务。（11 月）6 号去世的。2 号晚上还
在冬瓜山铜矿辅助井下，给卷扬机更
换轴承。一个轴承一顿多重，要 7 天时
间。冬瓜山铜矿生产停不起的，白班、
小夜班连着干。2 号夜里下班赶到医院
去陪（父亲）。”倪晓宏自责地介绍。4
月份，他的老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当时
他在庐江的沙溪铜矿带队负责安装。
就是为了确保沙溪铜矿 7 月 1 日能如
期投产。沙溪铜矿任务结束，他休息一
天，则用了 24 小时，去医院陪护病重
的父亲。随即赶往冬瓜山铜矿抢修球
磨机。抢修结束，他休息半天，陪了父
亲 2 个小时，立即被派往奥炉建设现
场……

然而，远远不止这些。在几个月前，
他父亲住院的同时，他的母亲也因病住
院手术。每晚，迎着星辰，他拖着疲惫身
躯从周边工程现场赶回家，给母亲送完
饭，再看望陪护父亲。当有一天，他推门
看到病入膏肓的老父亲，独自一人从床
上摔下在地上躺了良久以后，话语不多
的倪晓宏终于忍不住泪如泉涌。而正在
面临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大考的儿子，正
在初三年级的补课路上，独自回家。
“一点顾不上家啊！”

“一点点顾不上家”的倪晓宏，时
间都去哪儿了？

———2015 年 4 月份开始到今年
7 月，倪晓宏一直专注于沙溪铜矿的各
种大型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其间还
临时被抽调前往数十个不同地区企业，
进行临时性的安装与抢修。在沙溪，从
大型卷扬机，到数千台套的浮选设备；
从大型球磨机到数十台套的浓密机，一
一经过他和他的团队。

“一个球磨机的基础就高达 11米，
重达 400 多吨。全是高空作业哪。这之
前，整个铜陵有色集团，没有一台这么

超大型的球磨设备。没有任何成功的
经验可以借鉴。传统的吊装方式，肯定
不行。精确度也会很差。”倪晓宏介绍，
找到生产厂家，厂家也毫无办法。一切
的安装、调试，都靠倪晓宏和他的同事
一点点琢磨。仅仅他带领的这个钳工
班，就地想出来的自行设计的方案就
有 38 个。工匠精神中的精益与专注，
还有创新，在沙溪的无数台套设备安
装调试中，促进了这个高级钳工技师
的技术更加精湛。

———冬瓜山铜矿主井卷扬机尾部
大轴承运行十多年后亟待更换。很多
人无从下手。别说轴承，就是主电机，
当时也没法拿下来。倪晓宏带了 20来
人来到现场苦思冥想十多个小时，做
出了一批自行发明的工具。鉴于冬瓜
山铜矿生产的需要，他将人员分成 2
组日夜 24 小时作业。当所有人历时
12 个小时不吃不喝连续工作在现场
后，一个内径 800 毫米，价值 80 多万
元的轴承成功被拿下，也被新的替换
上。仅仅为这一个轴承，倪晓宏的 7 天
时间就给了这里。

———安庆铜矿 2016 年 11 月突遇
球磨机抢修，也是倪晓宏带队前往。当
时端盖的衬套，也是拿不下来，同样的
经历，倪晓宏再一次复制了在冬瓜山
铜矿的辉煌历史与经典做法。他创造
性地采用自己制作工具的方式，将该
球磨机由轴瓦改成轴承运行。

“安装好，调试，也见功夫。”铜
冠建安安装公司分管生产的龚经理介
绍，一般间隙不能超过 10 丝，就是 0.1
毫米。一张 A4 纸的厚度基本都在 15
丝之间。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大型精密
的设备，安装好，间隙不能超过一张纸
的厚度。

因为技术，也因为能力，更因为
“工匠精神” 里最重要的敬业，倪晓
宏就是这样，终日辛苦劳碌在不同的
企业之间。3 年里，围绕集团公司的不
同设备需要，他一点一滴做好自己的
本职的同时，远赴江西抚州，帮助安
装那边的冶炼厂的压滤机，实施电解
安装。完工后，从抚州奔赴到奥炉建
设现场；从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帮助
安装空压机、氮压机，完工立马奔赴
张家港铜业公司四期五期改造工程的
安装与调试；从九华冶炼厂的大修，
到集团内部厂矿的抢修，倪晓宏不胖
不瘦的中等身材，给无数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建国 海波

———记集团公司钳工高级技师倪晓宏

奔波于各大施工场地

12 月 20 日上午，载誉归来的铜山矿业公司工程区打眼工陈官社，被区党支
部特邀请给工友们谈感受。日前，集团公司劳模陈官社又被命名为季度“有色好
员工”，他的工友们同样感到喜悦和自豪，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学先进、比先进和
当先进。 吴 健 摄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团委在团员中开展“员工行为规范随手拍”活动，共收
到参赛作品 30 幅，经过评选(如图)，《请遵守厂区道路交通管理规定》《请按规定
上下楼梯》图片荣获一等奖。 萨百灵 封保敏 摄

奥炉改造工程电解车间内日前正在扫尾施工。临近年底，奥炉改造工程中电解车间施工进入了扫尾阶段，电解及电解净
液、电解槽、行车等设备已安装结束，电解区域槽下地面铺贴高分子板材业已全部顺利完工。目前正在安装机组，预计月底结
束。 王红平 齐宏明 摄

面对一片“夺高产、创佳绩”
年度生产大干氛围，冬瓜山铜矿
充填工区不仅在井下作业现场设
置了“安全看板”，对职工派班室
也添置一块 “同款” 生产大干
“安全看板”。工友们把这两块
“安全看板”，比喻为大干中的
“安全分会场”。

新投入充填采场，其底部结
构渗漏治理，是制约养护期充填
进度的难题之一。时值年度生产
大干，恰逢负 825 米、负 861 米
中等段几处新采场投入充填。为
有效提高新采场底部结构养护期
充填效率，区里将所分析研究的
各类施工图纸，形成文字解析与
安全防范举措公布在安全看板的
“采场结构解析”“现场安全交
底”等专栏，各班组对照安全看
板上的施工步骤及防范事项，一
方面提前做好排水流向、挡水坝
筑垒等防渗漏应急设施；另一方
面事先组织人员熟悉即将投入充
填采场的施工环境，全面了解裂
隙带分布及充填挡墙分布情况，
第一时间排除潜在的渗漏点，合
理避免因自身疏忽带来的不稳定
因素，使大干中新投入充填的采
场，也能“出类拔萃”地提高底部
结构养护效率。

说起“两地”式安全看板的
作用和效果，充填二班班长孔祥
兵颇有感触地说道：“以前在进
行班组二次派班时，三言两语就
收场了，现如今对照 ‘安全看
板’内容，不仅有了更多的安全
话题，派班事项也更加有条理
性。”

工友小陈介绍说：“原先，大
伙每天一座进派班室，总想着玩
手机、聊微信。现在大不一样了，
人人都趁着派班会的间隙，养成
细心浏览‘安全看板’的习惯。
等到了井下的作业现场，再次对
照‘安全看板’内容，使作业环
境情况、排除隐患故障应急设施
的摆放位置等信息，在脑子里加
深印象，更加筑牢安全思想防
线，确保大干时节生产安全工
作。”

通过自己的关注和总结，充
填一班副班长刘世平将“安全看
板” 上公布的隐患故障整改情
况、井下新开辟作业区域安全事
项等信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分
享在“班组微信群”，让休息人员
或下一班次能够及时掌握作业现
场安全动态，事先评价分析当班
安全防范要点。

“每次浏览班组微信群里上
传的‘安全看板’内容，犹如置身
在‘安全分会场’。”青工小李一
边说着，还竖起大拇指为工友的
那份细心点赞。

汪为琳

大干中的“安全分会场”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正在加紧
铺设最后 500米尾矿管线改造任务。

安庆铜矿尾矿管线主要用于尾砂
排放，尾矿管线从选矿车间引出直接接
到尾矿库，全线长达 3200 余米，管线
经过沟壑、山涧、峭壁、田间、地头等。旧
的尾矿管线已使用近 20 年，多处出现
破损渗漏。该矿从 2015 年开始对整条
尾矿管线进行更换。

据了解，铺设焊接管线，全部在露

天野外作业，所用的材料和钢管都是人
工搬运至山上，大型搬运工具根本派不
上用场。有的重型钢管重达几百斤，需
要十几个人一起抬上山送至安装地点。
为了节省时间，作业人员中午就餐就在
山坡上，安装师傅陈跃笑着说，美其名
曰“野餐”，不知道多少个寒冬和酷暑，
就这样一米一米把新尾矿管线向前架
接着。

在 36至 38号高架段安装时，由于

该处管线长达 50米设在离地面高 9 米多
的上空，为了确保人员作业安全，大家绞
尽脑汁，最后想出了先在管线上方安装钢
索扶手。作业人员用了两天时间，利用抱
箍并竖立柱的方式，将一根钢丝绳索牢牢
地系在高架管线上方，凌空架起了一道
“生命保护钢索”，高空作业时只需将保
险绳挂在上面便可安全行走和作业。像这
样的高空管线就有八九处。

今年，年终检修结束后，矿部要求尾
矿管线任务必须在年底结束。该矿机修厂
安装人员又来到山上开始最后的连接和
铺设冲刺。 胡耀军

安庆铜矿加紧铺设尾矿管线改造最后 500米

本报讯 “叮铃铃”在凤凰山矿业
公司井下负 440米中段 37线的专用电
话突然想起，卷样工陈明杰立即拿起了
电话，电话那头正是井下负500米打眼
工佘争光。“老陈，下面的矸石已经清理
干净了，准备向下面进行通风。”在负
500米中段，佘争光立刻打开水龙头，在
特殊喷头的作用下，水形成了雾化，将负
440中段的压风机吹下来带有灰尘风进
行除尘。

在此次负 500 中段 4 号采场至负
440 米段 37 线的吊罐通风天井工程

中，该矿业公司工程车间科学设计掘进
方案，先是在负 440 中段与负 500 中
段设立两部专用电话，再从负 440 中段
向下负 500中段打通一个直径在 15 厘
米至 20厘米孔洞，然后再将准备吊罐
笼的钢丝绳通过此孔从负 440 中段下
放至负 500 中段，在负 500 中段固定
好罐笼后，由打眼工在罐笼里向上进行
打眼，安置炸药，放炮，在进行爆破后，
清理矸石后，再由负 400 中段的风动卷
扬机向上拉动罐笼，再次向上掘进。

在施工过程中，吊罐作业人员及打

眼工必须做好岗前、班中顶邦浮石找撬安
全确认。维修人员在吊罐上掘作业过程中
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保养，所有作业人员
在施工中精心操作、密切配合。

该车间还自行制定了多条安全规定，
确保吊罐天井安全、顺利贯通。上下中段
之间要安装专用电话，卷扬和凿岩工保持
密切联系。上罐前检查风、水管连接是否
可靠，各部件螺丝有无松动，钢丝绳与吊
罐的连接是否牢固等。吊罐卷扬机必须安
装固定好，安装后必须经过重载试车。卷
扬机工现场交接班，凿岩工乘吊罐到达工
作面，处理好浮石后，打开折垒平台，固定
好吊罐，确认无误后方可作业。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注重安全细节确保吊罐天井上掘工程顺利

北京 12月 19日消息，在周一公布
的声明中，中国环保部公布了更为严格
的废物进口限制，此举将限制废铜进
口。

于 12 月 15 日发布的 《限制进口
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

规定》的公告中称，只允许中国的终端用
户（从事加工利用的企业）进口废铜（详
情见第三版）。

该公告证实了 10月份上海有色网
报道的中国可能从明年起限制废铜进口。

公告中称，废铜用户需要自身有加

工厂和设备，并在进口前获得污染排放许
可证。

终端用户需在两年内未违反环保法
规，否则将不予进口。

分析师表示，该公告同样适用于可用
作原料的其他废物进口，将大幅削减明年
废铜进口数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废旧金属进口
国。 文华财经

环保部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将削减明年废铜进口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