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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 8 时许，冬天的
江边码头格外寒冷，但承担奥炉
酸罐制作安 装工程的有 色铜冠
建安人员早就忙活开了。几十名
焊工围着酸罐在焊接，焊花发出
刺眼的光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
焊药味 ； 商 砼车罐体 悠然在转
动，均匀地将混凝土注入最后一
个基础内。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

明年 3 月 18 日，奥炉项目投
产在即，而相配套的硫酸储存罐工
程完工只能提前不能落后。

可是，今年 8 月 26 日开工当
天，该工程压到第 5 根管桩时，难
题出现了———由于地下障碍物多，
且卵石层较深，设计要求达不到，
原设计采用的 PHC 管桩施工方案
被搁浅。

施工一时陷入困境，工程被迫停
工，只得再寻求别的施工方案。

设计方来了，业主方来了，监理
方也来了。根据地质条件复杂变化，
四方单位商议对策，将以前的施工方
案推倒重来，重新设计桩基施工方
案。将原有 PHC 管桩更改为机械旋
挖灌柱桩，重新再做承载力试验……
到复工之日，一晃已到了 10 月 5 日。

时不我待，近两个月的时间耽搁
必须想办法追回，不然就没办法保
证工程能按时完工。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战斗”悄悄在酸罐施工工地
打响。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工
程在晴好天气时，必须 24 小时不间
断作业；酸罐罐体焊接必须在白天进
行，夜间还得做探伤试验；所有工程
必须采用流水作业。全体人员上演着

速度与激情，与工程进度在赛跑。
10 月 10 日，当第 64 根灌柱桩

成功完成浇筑，标志着第 1 个酸罐基
础工程桩基告捷。紧接着进行罐底垫
层和基础混凝土的浇筑、养护、防腐
等，尽管工序繁杂，但每项都得按要
求进行，任何一项都不能偷工减料，
做到质量和安全双确保。11 月 21
日，第 10 个酸罐灌柱桩浇筑完工，这
比业主要求整整提前了 7 天时间完
工。

12 月 20 日，第 10 个酸罐基础混
凝土浇筑全部完工，又将工程子项目
完成时间节点提前了一周。

比任何人都心急的是 “工头”、
该项目部经理营士超，他从接手工程
第一天起，就为工程进展操碎了心，
不分昼夜忙在工地上。就在记者采访
时，他妻子正在医院里临盆待产，而

他仍然还不下“火线”。
“冬季焊接本身难度大，酸罐焊

接精度要求高。由于酸罐拼装焊接每
层锰板厚度不一，焊剂都要重新配
比。每焊完一层，还要进行探伤试验。
只有全部合格才能进入下步焊接作
业。”焊接负责人丁诚说，尤其在起重
吊装时，22 只 10 吨电动葫芦 “抬
着”最大净重 145 吨、高度与直径均
约为 20 米的酸罐，平衡要求极高，4
级风力天气就不能作业。

12 月 18 日，第 1 个酸罐焊接
吊装到位；12 月 20 日，第 2 个酸罐
焊接吊装结束，标志着局部工程节
点工期提前完工。现工程总进度已
全面达到建设单位合同约定的时间
节点要求，最后的 8 个酸罐制作安
装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李海波

与时间赛跑

本报讯 两个月来，一项贯穿
安全、环保、5S、能源、设备等工作
的全新的管理模式———督导员制在
铜冠铜箔公司全面实施，有效促进
了企业的各项工作的扎实推进。

该公司生产工艺特殊、设备众
多且易腐蚀老化，加之跑冒滴漏现
象时有发生，生产环境时好时差。
如何保证机器设备的完好率，杜绝
跑冒滴漏现象，使生产环境整洁、
优雅，各道工序规范运行呢？

围绕这一目标，该公司积极探
索，大胆革新，建立了督导员制度。
具体则是以党员和基层骨干为基
础力量，做好每周一次的生产各环
节的巡查和督导工作，各督导员相

互检查分工明确，避免自查中易出
现的惰性。该公司建立了督导员微
信群，让相关部门及时了解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并督促及时整改，及
时检查落实。与此同时，每周召开
例会，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汇总，纳入督导员考核目
标。这种让基层骨干力量参与管
理，向基层发力，向制度借力，带动
了整个管理水平的提升。

该制度实行两个多月，共查处
各类不合规生产操作 98 项，整改
落实 100%，设备完好率 100%。基
层骨干参与管理后，自主改造处理
机断箔张力自动控制报警系统，避
免导电辊电击，减少了设备故障

率。尤其更换溶铜蒸汽疏水阀后，每
天节约能耗 2 吨蒸汽约合人民币 480
元，经济效益显著。

该公司负责人认为，督导员制度
是人力资源的新配置，是真正让员工
参与管理落在实处，它不仅使员工从
管理者的视角看问题，真正的理解管
理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在工作中更好
的自觉遵守各条规定。同时，这一管
理模式也拉进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的距离，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员工
们更容易接受。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完善、执
行督导员制度，让管理工作再上新台
阶，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陈潇 钟海春

铜冠铜箔公司建立“督导员制度”让员工参与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新
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
是 5 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
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
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坚持、不断丰
富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推动高质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过去 5 年，世界格局深刻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
国际贸易低迷、保护主义上升、逆全
球化趋势抬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
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
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能过剩、
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凸显，粗放型发
展方式不可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巨
轮行稳致远，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
挑战。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
需要的程度。”5 年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攻坚
克难，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
局，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
证明，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对发展思路的
调整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
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
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
的，是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践中形成的，
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
经济发展、怎样实现经济发展这一
重大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发
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引领
新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发展，要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持续下功夫。坚持加强党
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
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
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坚持问
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
确工作策略和方法。这“七个坚持”，
提纲挈领地点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既包含政治保证和根本立场，又明确
把握大逻辑、用好“两只手”等实践方
向，既涵盖明方位、辨大势的认识论，
又突出抓问题、怎么干的方法论，构成
了一个紧密联系、科学系统的理论体
系。要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系统地而
不是零散地、全部地而不是局部地理
解这一重要思想，深入结合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领会其思想观点、把握其
精髓要义、认识其实践要求，用以指导
中国经济工作实践、推动中国经济行
稳致远健康发展。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
物质力量。”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
最根本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知行合
一，道在力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牢牢抓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打好三
大攻坚战，做好各项重点工作，确保经
济工作明年开好局、起好步。

新华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引领发展

———二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12 月 21 日下午，天马
山矿业公司党委负责人和黄狮涝党总
支负责人一行来到黄狮涝沙溪党支部
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黄狮涝沙溪党支部是今年 10 月
新成立的党支部，黄狮涝金矿于今年3
月以劳务派遣的形式选派63名职工到
安徽（庐江）矿业公司工作，选派的 63
名职工中有30人是党员，为了将党建
工作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天马山矿
业公司党委及时成立了黄狮涝沙溪党
支部，以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要求对该党
支部开展创建活动。此次党委到该党支
部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也是
对党支部创建活动的一次调研。

宣讲会上黄狮涝党总支负责人就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重大意义、如何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如何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三个方面做了全面
深刻的讲解，与会的 20 多名党员认
真聆听了宣讲。宣讲结束，党委负责人
与党员们做了面对面现场交流，了解
了他们在沙溪工作、生活情况，以及党
支部活动开展情况。

黄狮涝沙溪党支部书记李德然
说：“矿业公司党委将党的十九大精
神送到我们偏远的党支部来，为我们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珍惜现
有的岗位，好好工作，以优秀的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发挥好先锋模
范作用。” 叶玉芳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送学上门”

阳光和煦的冬日，在铜冠物流
金园分公司会议室内传来阵阵欢
笑声，来自分公司各岗位上的二十
多名员工，正在这里参加退伍军人
座谈会，尽情叙述战友情、工友情。

金园分公司现有员工大多数
来自于矿山关破企业，其中也有一
部分人自三家运输企业合并后来
自于内部转岗，到金园码头工作
后，由于所在的作业区不同、岗位
不同，大多数人之间并不熟悉。目
前分公司在岗的退伍军人基本属
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工作，正
处于四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这部分
人曾经作为企业用工的一个主要
来源，现在也是企业很主要的骨干

力量。利用座谈会形式把分散在各
岗位的退伍军人召集在一起，既促
进了相互间交流与沟通，也有利于
员工全面了解本企业的经营状况。

座谈会在退伍军人、现码头
装卸工的眭有明所行的一个标准
的军礼中欢笑开场。大家各自介
绍了原当兵时的经历，谈到在部
队时严明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
谈 到部队大熔炉里成 长的经历
时，脸上充满着骄傲与自豪。

在座谈会融洽的气氛中，大家
也谈到在企业工作的二三十年来，
从部队到企业所见所闻的感受。特
别是作为有色员工，一起经历了企
业兴衰变化，有过牢骚与埋怨，但

作为一个经历过部队的铸造的退伍
军人，从未丧失过对企业的忠诚，始
终以一名军人敢于吃苦乐于奉献的
品格，坚守自己的思想阵地，在自己
的岗位上为企业改制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同样意识到，积极发挥退伍军人
这支队伍力量，发扬军人应有的品
质，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期不
可忽缺的重要部分。借助座谈会场
合，分公司党支部也向大家介绍了当
前的经营形势，希望在企业困难及发
展的关键时期，把在军队特有的集体
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能够在企业继
续传承下去。

陈玲琍

工友情中话“战友”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加强生产分
析和市场研判，提前谋划，补短板，
强弱项，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打响
扭亏增盈“攻坚战”。

该公司针对近三年来生产经营
总体形势，聚焦效益最大化生产目
标，拟定了 2018 年扭亏为盈行动计
划，以实现利润总额、产品产量、加
工成本为目标，明确了主体及主管
责任单位、行动项目目标和重点工
作安排，建立了公司级、车间级行动
计划。按照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原
则，扎实开展好“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活动，确保尾气达标排放和安
全生产。着力抓好原料供应及品质
保障工作，在提高系统开车率上下
功夫，加强设备管理和维保效率，实
现稳产高产。围绕生产单耗技术经

济指标，加强全面预算管理，优化工艺
指标，实现高效生产；深入开展降本增
效，进一步提升效益最大化生产组织
模型的成熟度，从调整配料结构入手，
确保产品产量和质量。加强能源消耗
管理，减少辅材消耗，抓好产品及物料
合理库存管理工作，规避市场风险。

该公司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注意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调动广大员工生产积极性，积极推
进硫酸烧渣磁化焙烧项目建设和系统
设备技术改造，大力开展管理创新工
作，持续强化技术攻关、QC 小组活
动、“5S”管理，优化岗位职能和收入
分配机制，加强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
设。持续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合理化建
议、技术比武等活动，让广大员工劳有
所获，劳有所得，体现共建共享获得感。

吴思银

铜冠冶化分公司
打响扭亏增盈“攻坚战”

本报讯 经过三个多月的层层筛
选、半决赛选拔等流程，铜陵旗袍文化
协会进入了总决赛。在 12月 19日合
肥娃哈哈大酒店举行的 2017 安徽省
第三届旗袍模特大赛总决赛上，铜陵
旗袍文化协会表演的《铜都颂》夺得
了本次大赛的总决赛亚军，为铜陵赢
得了荣誉。

据铜陵旗袍协会会长吕燕介绍，
参加本次总决赛的全省有 23 个团
队，她们就像 23 颗闪闪发光的璀璨
珍珠绽放在炫丽的舞台上，吸引了超
过上千名观众到场观看。整场大赛节
目，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各个协会自
创、原创、编排的曲目，其主旨为了弘
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
之发扬光大。

铜陵旗袍协会的佳丽们表演
《铜都颂》 不仅展示出了铜陵女人
之美，而且把铜都几千年前的一副壮
美的图画展现在观众面前。《铜都颂》
展现了铜匠眼见炼铜炉火突然照彻天
地，紫烟中红星乱闪，耳边响起“叮铃
叮铃”的铜铃声，炉火中的铜币顷刻
化身为一个个婀娜多姿的仙女，她们
金色华衣裹身，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让观众大饱眼福，或古韵柔美，或凝神
沉思，一群手持铜铃的仙女轻盈敲击
这曼妙古韵的铜铃，漫步轻移似一朵
朵盛开在铜都大地上的牡丹花，绝色
嫣然，妩媚动人，也正是有了铜的元
素，陵的养分，才有了“ 古朴厚重，熔
旧铸新，自强不息，敢为人先” 的铜
都精神，才有了“好人、好城、好生
活”。

沈宏胜

铜陵佳丽省城亮风采

最近，由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制作的“护矿运动群雕”在市委党校校园落成（如图）。该群雕反映了清朝末年在铜
陵发生的重大事件“铜官山护矿运动”。走进党校校园，人们不仅能欣赏到美丽的风景，同时也能感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殷修武 摄

12 月 19 日上午，金泰化工公司二十余名党员赴市笠帽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大家走进铜陵烈士纪念
馆，在“星火燎原”“抗日烽火”“地覆天翻”“卫国建业”等展厅瞻仰历史陈列
（如图）。

萨百灵 高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