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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 日，安庆铜矿办公
楼门口的公告栏上，一纸粉红色公示
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原来是矿工
会对 2017 年度评先评优结果进行公
示，接受职工的监督和评议。这是该矿
全面推行矿务公开，强化民主管理，健
全职工民主监督，让管理在阳光下运
行、让权力在制度运行中的重要内容
之一。

制度规范作保障。安庆铜矿党委
十分注重企业的民主管理，在制度上
规范、措施上完善，切实让矿山管理更
透明、更阳光。健全和落实了矿“三重
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制定出台了《安
庆铜矿“阳光工程”实施办法》《安庆
铜矿党政班子议事规则》《工程和项
目管理招投标办法》《有价废旧物资
管理办法》等，通过制度规范用权、规
范监督，对涉及矿山发展的 “大事”
“要事”、重大决策、重要改革事项、选
拔任用干部、党员发展、岗位竞聘等都
细心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
受职工监督。

公开透明有作为。在每年的职代
会上，矿领导和职工代表都要针对生
产、经营、改革和目标措施展开平等协

商，对职工代表的意见建议注意收集，
和职工代表亮家底、交实情，引导职工
参与矿山管理、行使好主人翁权力。先后
针对职工提出的改进职工食堂伙食、更
换冬季工作棉衣样式、建立标准化羽毛
球馆、改善职工洗浴洗衣设施、关心大病
职工救济等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大关
注与改善力度，增加投入，取得较好效
果，让职工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决策科学强监管。一直以来，该矿
党委还注重加强对决策的论证与评估，
不断强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依
规决策，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机
制，坚持依纪依规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和知情权，坚决防范和纠正损害职工利
益的事情和做法，对侵犯职工权益行为
坚定执纪问责，绝不手软。

渠道多样形式活。该矿坚持全方位
保障矿务公开，积极推进党务公开、财
务预决算公开，规范基层单位区务厂务
公开，对执行物资采购、工程招投标、有
价废旧物资处置等开展效能监察、强化
执纪监管。还利用矿内部网、广播、宣传
栏等及时对非保密内容的矿情矿务进
行张榜公布、公示，让职工心知肚明。

陈文革

安庆铜矿“矿务公开”让管理更阳光

本报讯 近日，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纪委下发《关于严明“两节”期间
廉洁纪律的通知》，严明了 “六项纪
律”，出台了“七项禁令”，要求各级领
导干部每逢佳节倍思“清”。《通知》
中“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
出国（境）旅游、公车私用”“严禁用
公款搞相互走访、相互送礼、相互宴请
等拜年活动”“严禁各种奢侈浪费行
为”等一一在列。

该公司严格按照作风建设的新要
求，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应严明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大力弘扬艰苦奋斗
作风，增强干部员工廉洁自律意识，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养成廉洁
文明、健康朴实的过节理念，持续净化
节日风气，本着节俭的原则，安排好节

日期间的各类活动，营造崇尚廉洁、崇尚
文明、风清气正的节日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该公司纪委要求各二级单
位、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按照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两个责任”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
“一岗双责”。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带头落实廉洁自律相关规定，
做到廉洁过节。纪委在履行职责、加强监
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或接到群众举报发现
相关人员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收受与行
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
金、干股、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用公款或
接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邀请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私设“小金
库”、违反财务制度等有关规定乱发钱
物，领导干部赌博等违法活动，将予以坚
决查处，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领导
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萨百灵 王树辰

每逢佳节倍思“清”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本报讯 “真不容易啊，去年终
于又实现了成本节约 4000 万元的目
标……”“是呀，咱们矿 106 条降本
增效措施条条有实效……” 日前，冬
瓜山铜矿上下热议和点赞刚刚过去
的一年降本增效攻坚战取得的喜人
成绩。

近年来，该矿面对生产经营中出
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敢于直面，勇
于担当。去年，该矿在攻克“成本节约
四千万”的攻坚战中，牢固树立广增
效、深挖潜的理念，全矿上下动脑筋、
想办法、提建议、出点子，寻求降本措
施，征集节约良策。在广泛征求的数
百条节支降耗办法中，认真梳理归纳
出物资管理、能耗管理、工程项目管
理、修旧利废、备件国产化、技术进步
等 28 个方面共计 106 条措施。矿部
将 106 条措施量化考核指标，落实到

各责任单位和部门，将各单位材料、备件
等费用在年度预算的基础上下降 5%作
为节支目标，明确了向提质要效益、向降
本要效益，全年成本费用比预算节约
4000 万元的目标，营造出“处处降本增
效，人人挖潜节支”的浓厚氛围。

念好“降本经”，挖出“增效源”。
该矿降本增效的 106 条措施，就像 106
道号令，激发了全矿干群的热情和信心。
在去年初职代会上，全矿 12 个基层单
位 13 个机关部门主动登台请缨，庄重
签字承诺，在全矿上下打响了节支 4000
万元的攻坚战。在实践中探索，在实干
里创效，106 条降本增效措施不仅延伸
到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职能部门，还
扩展到各基层单位、班组、重点岗位，全
员成本控制意识显著增强，动脑筋、想办
法、讲节约的氛围格外浓烈。一个个节
支办法、一条条降本措施、一项项增效点

子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严格落实节能降耗管理规定，配合集团
公司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工作，积极做好
分时电价等能源管理工作，坚决消灭长
明灯、长流水、长滴漏，降低能耗支出。
去年，该矿电费比预算下降 339 万元。
坚持运用成本漏洞分析法，加强对材料、
备件费用发生的每个环节、全过程的管
理，堵塞漏洞，对现场实耗和余额进行分
级确认，确保闭环的真实性，该矿备件、
大修费用去年同比下降 975 万元，材料
费用同比下降 724 万元。尤其是通过技
术攻关和工艺改造，重点做好大宗备件
和材料的节支降耗工作，选矿车间以
“自主攻关”为重点，选矿半自磨衬板由
过去年消耗 6 套下降到现在 2.5 套，并
使钢球消耗下降 25%，经济效益显著。
主井首绳使用周期由原来的 6 个月提
高到 8 个月，为矿山的安全生产和挖潜

增效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同时，该矿坚持每季度召开经济活

动分析会议，对矿山生产指标完成情
况、收入完成情况、单位采选成本、生产
费用等进行认真细致地总结与分析，并
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采取的措施。对
全矿各单位成本费用实行定限额考核，
与年度经营绩效薪酬挂钩考核，提高成
本考核效果。通过实施 ERP 供应链物
资管理扩展应用系统，优化基层单位物
资领用计划及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去
年，全矿备件库存同比下降 46 万元;严
格控制工程投资，对超过 5 万元以上的
项目投资决算均聘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
进行工程决算审计，从源头上控制了成
本费用。这些强有力的降本增效措施，
确保了全矿全年取得成本节约 4000 万
元攻坚成果。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去年成本节约 4000 万元
念好“降本经” 挖出“增效源”

本报讯 对车间的生产设备
进行改造，让一些几近报废的设
备重新发挥作用，使故障频发的机
器高效运转……2017 年，铜冠建安
钢构公司围绕“降低成本”和“创
造效益”两大主题，制定并实施设
备工艺改进和提升方案，促使各种
小改小革不断涌现，保障了生产
效率，规避了安全隐患，更节约了
成本。

为安全带设计一个移动“挂点”
该公司钢结构厂房内的工艺管

道、电缆桥架等高空安装作业多，常
规厂房内高空作业施工方法只能搭
设移动脚手架，施工人员站在移动
脚手架上施工时，因没有“挂点”，
不能按规范挂安全带，有安全带挂
点地方则是在作业面的下方，存在
安全隐患。

针对这一问题，该公司研发设
计出一种在钢结构厂房内移动安全
带“挂点”。施工人员可根据作业需
要，调整安全带支架“挂点”的标
高，确保“高挂低用”。这种移动安
全带装置，既能消除之前存在的安
全隐患，也能提高施工效率和节约
施工成本。

2017 年 3月，在金冠铜业分公司
大修项目中，阳极精炼排烟系统改造
计划 30 人施工，采用该装置后，实际
投入仅 20人，提前 5天交付业主。在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公司工程项目应用
后，提前 15 天完成工作，节约安装费
25.8 万元。
让弯头管端切割从“手动”变为“自动”

加工管道弯头、焊接弯头管端都
需要先进行余料切割。一直以来，该公
司都是采用手工方式，为实现弯头管
端余料的自动切割，保证火焰切割的
割口质量，该公司打破常规、大胆创
新，设计研制了弯头管端自动火焰切
割机，切割运行平稳，割口表面平整光
滑。

该项装置应用，不但提升了弯头管
端制作工效，而且保证了弯头端头质
量，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全年累计
节约费用31.6万元。

为除锈打磨机带上“口罩”
在该公司诸多设备中，用以除锈

的多功能打磨机故障率最高。
该公司负责设备维修的协力工

程部门召集维修、操作人员分析原
因，发现打磨机提升机的钢砂钢丸
中混有螺钉、小铁块等杂物，这些杂
物随钢砂经推砂器分流到各个抛
头，经过高速撞击给抛头造成极大
损伤，从而造成了打磨机故障频发。

找到原因后，便对症下药。该公司
在提升机上方落砂出口增设筛网，通
过筛网过滤掉钢砂中的螺钉、小铁
块等杂物，避免了杂物进入抛头对
抛头造成损害，从而消除了故障源，
降低了抛丸机故障频率。经多次试
验，现该公司成功为打磨机带上了
“口罩”。

陈潇 谢玉玲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
“小技改”创出“大效益”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
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月 5 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述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的极端重
要性，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提出了信念过硬、政治过
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
5 点要求。深邃的历史视野，深沉的忧
患意识，深刻的思想境界，立足于共产
党人须臾不忘的初心使命，彰显了大
国大党领袖的胸襟格局，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与政治
自觉。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望党的 97 年
历史，正是坚持自我革命、加强自身建
设，我们党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才不断取得
胜利。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决
定性作用。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
自我革命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这
既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
要求。

敢于自我革命，我们党才能让自
身始终过硬。必须看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
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
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
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
性和破坏性。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个极为重
要的方面就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
革命精神。全党同志要深刻牢记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的 “ 四 个 不 容
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
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
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
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
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
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
容易”，要深刻懂得我们这样一个
有 8900 多万名党员、450 多万个基
层党组织的大党，能打败我们的只

有我们自己。只有敢于刀刃向内，敢于
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才能防止祸
起萧墙，让自身始终过硬，始终成为时
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党建设好，
必须抓住“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
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5 点要求，是
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提出的，也是对全党同志特别是
各级领导干部的期望。只要我们坚定
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发扬更加强烈
的担当精神，全面增强领导能力和执
政水平，在服务人民中不断完善自己，
我们党就会拥有无比强大力量，经得
起各种风浪考验，始终受到人民衷心
拥护。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
话精神，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我们就一定能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夺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新
胜利。

人民日报

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

金冠铜业分公司职工正在电解槽上精心操作。新年伊始，金冠铜业分公司生产经营形势保持稳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持续改善，各项管理工作有序开展，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封保敏 摄

本报讯 日前，远在缅甸的凤凰山
矿业公司莱比塘项目部发来捷报：该项
目部莱比塘矿堆浸场布料机设备检修
工作已正式完工，新设备经过调试、磨
合后，生产工作已步入正轨。系统正式
开车四天以来，累计生产矿石 26.6 万
吨，创下了连续三天生产矿量超 7万
吨，单班矿量刷新4万吨的骄人成绩。

此次检修工作除了日常设备维护
保养外，还新上了 MT24 胶带机和
RT01 爬坡胶带机等几台新设备。在
检修过程中，现场维修人员严密监控
旋回机边坡裂缝，控制测量数值在 16

毫米以内。对布料机移设与系统检修时，
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可移置胶带机移设
操作规程》《MSB 移设操作规程》《布
料机移设及检修操作安全规定》进行作
业。

由于爬坡胶带机是 1号堆浸场第六
单元布料系统新增设备，为了让大家尽快
掌握操作和维护技能，确保生产顺利进
行，该项目部专门邀请了设备厂家人员在
作业现场对员工进行培训，现场讲解设备
结构原理、电气控制和基本操作，让员工
迅速掌握设备性能成为行家里手。

夏富青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海外项目传捷报

金冠铜业分公司新年生产经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本报讯 1 月 10 日下午，集团
公司向困难职工献爱心捐款仪式
在公司主楼门前举行。集团公司党
委委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李
文、徐五七、胡新付、蒋培进、丁士
启、汪农生，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
管，专家委成员，各单位党政工主
要负责人，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及集
团（股份） 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捐

款仪式。为广泛募集慰问资金，集团公
司党委发出通知，在全公司范围内开
展向困难职工捐款活动。此次捐款活动
得到了集团公司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
的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慷慨解囊。截至
到目前，共收到捐款 3664870.88 元。
其中，单位捐款 286 万元，个人捐款
804870.88 元。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集团公司向困难职工献爱心捐款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