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厂供水一车间冬瓜山生产班班长张灵红
每年的岁末年初召开安全、质量、

设备座谈会，总结过去一年的安全、质
量、设备管理工作，谋划下一年安全、
质量、设备工作重点，是铜冠矿建公司
多年的惯例。近日，该公司领导，国外、
省外、省内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安全员以及机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齐聚一堂，共谋公司管理大计。

“公司全年安全督查共查处隐患
1717 条，其中 5S现场管理、顶帮板
（浮石）、安全警戒、设施（设备）四项
所占比重达到 65%，是 2017 年安全
督查查出来问题较多的地方，应该成
为 2018 年各单位安全管理工作的重
点。”座谈会开始前，该公司安全环保
部首先进行安全质量管理情况通报，
“公司还开展专项检查、交叉检查、季
度检查等，全年共查处‘三违’3264
人次。人的行为、爆破管理所占比重为
8%, 比重虽小，但是一旦出事影响巨
大，各单位要常抓不懈”。

通报中，用图片的形式展现了安
全督查中发现的问题，有人的不安全
行为方面的，如未规范穿戴劳动防护
用品；有电气及机械设备方面的，如电
缆未规范悬挂、起吊钩头无保险舌；有
作业场所及环境方面的，如巷道顶板
围岩破碎未及时找撬等。大量的图片，
真实又触目惊心。该公司不护短、不遮
丑，毫不留情地进行曝光。随后，又展
示了安全设备管理亮点的图片———规
范堆放的风筒防护到位，照明变压器
绝缘护帽齐全有效，巷道电缆敷设整
齐规范。与之前的图片形成了强烈对
比，产生了视觉上的强烈冲击。被通报
的单位负责人低着头，如坐针毡，暗下
决心狠抓安全管理，新年一定不能再
上这“黑榜”。被表扬的单位也看到其
他单位好的做法和经验，对新年的工
作也有了新的部署和谋划。

座谈中，该公司赞比亚谦比西项
目部经理张弛说：“2017 年我们聘用
了 12名当地员工担任安全员，在查处
外籍员工安全违章行为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力度，让他们
全面参与到项目部的安全管理中来。”
这是该公司以迈向国际化矿建施工企
业为目标，创新采用的安全管理新方
法。2017 年，在赞比亚谦比西项目部
和厄瓜多尔米拉多项目部聘用当地员
工担任安全员，加大现场安全管理力
度，取得了较好效果。

该公司冬瓜山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程新生说：“安全质量培训要形式多
样，从思想上统一，树立全员安全质量
意识”。与会代表还建议，在井巷施工
中全面推行光面爆破；建议修改并完
善质量考核实施细则，强化基层质量
管理绩效考核。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
言，为 2018年的各项管理工作建言献
策。

铜冠矿建公司狠抓安全、质量、设
备工作，2017年安全培训率 100%、隐
患整改率 100%、违章行为查处率
100%、特种设备检测合格率 100%、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率 100%、重要环境因
素控制达标率 100%、接触职业危害作
业人员体检率 100%、井巷施工光面爆
破率 100%。连续十多年通过“三标一
体”管理体系认证，再次被评为“全国
优秀施工企业”，再次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成功跨入全国矿建施工
企业第一方阵。 陶莉

未雨绸缪 谋管理大计
———铜冠矿建公司安全质量设备座谈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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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在
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就继续推进
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明确了新征程上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
革,推出 1500 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
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 倡议并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坚持改革开放,是过去 5
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基础, 也是开创
新时代发展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
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开
放越往纵深发展,新老问题和矛盾就
越是交织叠加。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面临
诸多新课题。做好明年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
求,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
主线, 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进
展。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到打好
三大攻坚战,再到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做好经济工作,会越来越多触及
体制机制深层次问题,必须有壮士断
腕的勇气,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
疾开刀,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将改
革进行到底。

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坦途, 只有善
于解难题、克难关, 才能闯出发展新
路。综观围绕高质量发展的 8 项重点
工作,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科学
谋划、精心操作,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
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僵
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要加大工作

力度,同时也要做好人员安置分流,确保
有力有序向前推进; 拓展开放的范围和
层次, 既要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
局、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也要继续精
简负面清单, 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既要加大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调整力
度,也要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做好各
项工作,要增强分析问题的系统性、谋划
工作的整体性、推进改革的协同性,做到
既抓住重点又兼顾全局, 既立足当前又
着眼长远,既雷厉风行又步步为营,才能
让改革蹄疾步稳,让事业善作善成。

大事难事看担当。深化改革离不开
担当的宽肩膀,更需要成事的真本领。要
完善对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监督、考
评、奖惩等机制,落实主体责任,激发担当
精神,确保令行禁止,确保中央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要建立和完善容错机制,为大
胆创新探索的干部撑腰鼓劲, 调动各方
面改革积极性和创造性, 鼓励涌现更多
的改革实干家、促进派,不断把改革推向
前进。 新华社

在改革开放新征程上奋发有为
———五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日前，安徽省科技厅公
布了 2017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名单，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名列其中，
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
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作为一家从事钢结构制作及安装
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长期致力于发展新的技术和
解决方案，充分发挥科技力量的优势
与潜力，在技术创新方面勇于开拓、敢
于创新，用崭新的理念设计出一系列
钢构件制作及安装专利技术和专利产
品，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收益。2017 年，该公司积极做好专

利维护和申报工作，新申报的“箱型柱
角测量装置”“一种空中对接用箱型井
架”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发明专利 2 项，
其中实用新型专利已全部获得专利证
书，发明也已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截至
目前，该公司拥有专利 74项。

谢玉玲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讯 1 月 3 日下午，枞阳县副
县长查晓强带着钱铺镇主要领导及南
岭村负责人专程赶来向集团公司赠送
了锦旗，感谢集团公司在钱铺镇扶贫脱
贫工作中给予的鼎力支持。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代表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接受了锦旗 （如图），
并就扶贫工作进行了对接座谈。股份公
司高管吴和平，集团公司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了对接座谈。

在集团公司与枞阳县扶贫工作对
接座谈中，钱铺镇主要负责人介绍了该
镇在集团公司大力帮扶下，近两年来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进展
和成效，其中 2017 年度脱贫攻坚任务
基本完成。集团公司方面也介绍了在钱
铺镇单位包村、个人结对扶贫帮扶开展
情况。

陈明勇表示，作为国有企业，集团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承担了钱

铺镇扶贫工作，并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将扶贫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开展扶贫工作近两年业已取得了
显著成效。

对下一步扶贫工作，陈明勇指出，
要加大扶贫资助力度，确保对所有结
对扶贫村 2018 年帮扶资助力度高于
2017 年，确保南岭村 2018 年脱贫高
规格出列。所有结对单位要帮助扶贫
村建立特色产业，通过挖掘当地资源，
加强矿产开发，大力扶植养殖业，积极
谋划旅游休闲产业，不断提升乡村创
收能力，为真正脱贫脱困打下长远的
坚实基础。同时要将扶贫工作与美好
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并加大乡村精神
文化建设。陈明勇最后强调，集团公司
既然承担了扶贫工作，就有信心做好
扶贫工作，并将举公司之力，全力帮助
钱铺镇贫困村按期完成脱贫脱困。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新年第一天，仙人桥矿业公司开始对井下负 236 米中段运输皮带更换。当日该
公司员工连班加点，顺利完成长 60 米、宽 1 米的旧皮带拆除、新皮带铺设工作。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摄

本报讯 1 月 3 日下午，省国资
委党委委员、副主任陈方一行 5 人来
集团公司调研，主要了解国有企业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大做优国
有企业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集团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会计师汪农生陪同
调研。

在五松山宾馆四楼会议室，龚华
东就集团公司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向陈
方一行进行介绍。全力调结构。发挥重
大项目带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推动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巩固
拓展集团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铜陵铜箔项目
（一期一段）如期建成投产，加快推进奥
炉改造、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姚家岭锌
金多金属矿等重大项目，确保按期建成。
同时，积极谋划新兴产业项目，立足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储备大项目、好项目，
深化与央企合作，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
点。全力降成本、补短板、控风险。坚持眼
光向内、苦练内功，始终把降本增效工作
抓实抓细抓好，不断提升内涵式发展水
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技术产
品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抢占发展
制高点；针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健全风
险预警和防控机制，继续开展好10个方

面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及时梳理、识别企
业管理过程中的漏洞，做到立行立改、持
续提高。

会上，参加调研人员就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省属企业之间融资、银企合作等
关心问题交流意见。

陈方对集团公司开展的各项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她说，铜陵有色集团公司
由于受传统产业影响，盈利能力较弱，现还
处在负重爬坡阶段，加上近几年投资项目
较多，企业负债率较高。希望铜陵有色集团
公司要积极面对，抓住发展机遇，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发展战略

转型，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陈方指出，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既要

眼睛向内挖潜降成本，抓住僵尸企业
“牛鼻子” 处置力度，做到长痛不如短
痛，破除无效资产处置，消化历史遗留问
题；更要眼睛向外，充分利用安徽省种子
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省属企
业改革发展基金等融资平台，增加企业
资金筹措渠道。省国资委将积极搭建平
台，做好服务工作，帮助国有企业解决发
展上的资金困难。

集团公司办公室、战略发展部、财务
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夏富青

省国资委副主任陈方一行来集团公司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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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地表至负 290 米水平段斜坡道工
程实现精准贯通，较预期计划提前完
成。

本次贯通在斜坡道地表到负 290
米水平段的里程 2112.4 米处，贯通后
斜坡道总长度达到 2765 米，地表到负
160 水平段、负 230 水平段、负 290 水
平段实现斜坡道联通。

据了解，该工程于 2016 年 7 月开
始施工建设，在为期一年半的建设过程
中，遭遇了岩石破碎、顶板淋水大、大坡

度施工车辆运输困难等不利因素，个
别施工段涌水量甚至近百立方米。对
此，参建单位实行周密部署，逐个攻破
难关，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力保障工
程建设安全和项目稳步推进。因措施
得力，2017 年 3 月完成斜坡道单月掘
进量 262 米，达到同类型工程施工中
的一流速度。

此项工程的顺利完工将有效推进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矿建进度，为该
矿业公司下一步生产建设奠定了良好
基础。 萨百灵 潘小祥 王树辰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斜坡道工程实现精准贯通

本报讯 日前，铜冠（庐江）矿业
提升系统检修工作圆满结束。

据悉，该矿业公司此次检修重点
围绕主井提升系统和副井提升系统两
大工程展开，检修项目达 40多项。该
矿业公司去年 7 月份试生产以来，运
输提升矿废石约 30 万吨，部分设备
的磨损面、冲击面已达使用期限。检修
的重点项目有主井罐道绳滑套的技改
更换以及箕斗、计量斗的技改更换和
副井井筒钢罐道的调整加固。

本次检修范围广、任务重、人员杂、
时间短，为确保这次检修工作顺利进行，
该公司制定了设备检修计划表，成立了
多个检修小组。检修工作中，针对需要外
协队伍配合的工作专门成立一个检修小
组，专人负责落实外协队伍的组织协调
工作。各检修小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根据设备运行状况，对检修重点项目，制
定了具体的安全施工方案，按计划完成
各类检修项目。

黄从娥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提升系统检修结束

枞阳县钱铺镇向集团公司赠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