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临近春节，铜陵警方结
合近年侦办入室盗窃类案件特点，总
结出十多条防范小偷入室盗窃的办
法，要求市民提高防盗意识，降低被盗
风险。这些办法是———

一、不要轻信陌生人。有的盗贼以
找人为名，敲门试探是否有人，有的冒
充军人、警察敲门试探；有的冒充水、
电、气修理工。居民听到敲门声后要通
过“猫眼”仔细观察，辨认敲门人是否
认识并仔细询问。

二、规范安装防盗门。尽可能安装
防盗门，尤其要使用公安部门批准生
产厂家的正规产品。有些防盗网安装
不规范也会留下安全隐患。

三、贵重物品小心放。尽量不要在
家中存放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存折、
贵重物品不要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放在一起。

四、厨房排风扇口和卫生间的通
气窗容易给盗贼作案提供条件，要加
固防撬措施；及时修剪窗户附近的大
树。水管、煤气管道要远离窗户，不要
把梯子等爬高工具放在院内。

五、不放过可疑人员。惯盗作案的
常用办法有许多，若被事主回家撞到，
就装喝醉酒进错门；若在旅馆里就说
进错了房间；还有的假装联防员或保
安查房，指责事主不关门等，以求脱
身。只要在自己的房内撞到可疑人员，
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放走，要立即报

警 110。
六、领里之间要互相关照。要注意清

理插在门缝、把手上的各类广告、传单，
如果离家外出一天以上，要请邻居或亲
戚朋友帮忙处理。报纸放在信箱中无人
取等于告诉别人你家没人。

七、要警惕反常灯光。有的盗贼夜间
作案为防止暴露，多利用月光、路灯光等
光线。但无可利用光时，就用随身携带的
手电或者打火机照明。居民发现上述可
疑灯光后，要注意观察，确认是入室盗窃
后要及时报警。

八、家门钥匙要保存好。家门钥匙不
能离身，也不要轻易借给别人，不要将家
门钥匙和其它钥匙拴在一起，防止别人
偷配。一旦钥匙丢失，要及时换锁。孩子
的钥匙不要挂在脖子上，防止被不法分
子钻空子。

九、关紧窗户并设障碍。居民可在铝
合金窗户上多设障碍。即使窃贼要错开
门窗也会弄出很大声响。

十、对付窃贼要智取。有些窃贼为防
止入室作案时被发现，常随身携带凶器。
因此居民回家发现门锁、房门、窗户有异
常时，不要轻易入室查看，应仔细听一听
动静，发现有人应立刻将门窗从外面拴
死并报警。

十一、要保护被盗现场。发现家中或
单位被盗后，要注意保护好现场，以便公
安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提取犯罪嫌
疑人的各种痕迹和物证。 殷修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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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过两个半月的紧张施
工，铜冠池州公司铅银渣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主厂房正 16.5 米楼面混凝土
于 2018 年 1 月 21 日完成浇铸，标志
着侧吹炉厂房实现结构封顶，为后续

侧吹炉余热锅炉、侧吹炉等主要设备安
装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铅银渣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主厂房及烟气冷却、降温、
除尘系统土建主体施工已全部结束，即
将进入安装阶段。 钱冬枝

铜冠池州公司铅银渣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首个关键节点顺利完成

日前，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职工利用螺栓冲对半自磨衬板螺栓进行拆除。新
年伊始，这个矿对选矿设备进行为期两天的检修，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转率，保障矿
山生产稳定高效。 刘 晨 摄

本报讯 “深化改革促调整，提
质对标强管理；科技创新增后劲，收
入四一利二千”, 这是近日铜冠投资
公司二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上确立
的新年方针目标。

刚刚过去的一年，铜冠投资公司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拓展产品
销售市场为突破口，以提质增效、降
低生产经营成本为重点，努力提高主
产品产量和销售量，积极有效应对原
材料和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带来

的影响和挑战，保持了生产经营稳定增
长，各项工作均取得了较好成绩，顺利实
现全年方针目标。2017 年，该公司主要
产品钢球完成 54500 吨，同比增长
34%；玻璃钢制品完成 762 吨，同比增
长 40.3%；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43317 万
元，同比增长 30.7%。在效益增长的同
时，该公司员工收入也实现稳步增长。

新的一年，铜冠投资公司将着力推
进该公司改革、重组、结构调整工作，不断
优化企业产业结构、资产结构和人员结

构，强化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忘初心，
最大限度激发发展活力；全面提升质量管
理意识，层层对标，精心组织生产，强化经
营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加大科技开发力度，强化技术创
新和产品创新，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后劲，
促进该公司持续增长，确保 2018年销售
收入实现4.1亿元，利润实现2000万元。

围绕目标该公司将工作重心放在几
个方面。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牢牢抓
住生产和市场两个重要环节：即根据市

场变化和需求，精心组织生产，防范市场
风险，努力增产增效，促进该公司生产经
营模式进一步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加
快项目建设步伐，努力积聚发展能量：结
合国家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的要求，加快新项目和新产品建设。深
化改革改制，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
进全员绩效管理，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加
强风险管控，保障企业平稳发展；创新党
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改革发展凝聚力。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王 强

铜冠投资公司新年目标力争实现利润两千万元

如何才能做到清廉刚正、拒腐防变？如何才能面对各种诱惑淡然处之？如何才
能在工作中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日前，金隆铜业公司邀请专业纪检人士对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进行专题廉洁从业人员教育，该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参加了
专题教育会，进一步增强了防腐倡廉意识。 章 庆 摄

“再过一个月零六天，钢构公司就
十五周岁了，十五周岁风华正茂，是有梦
想的年龄。”1 月 20 日，在有色建安钢
构公司 2018 年迎春联欢会上，该公司
经理黄也文因感冒而沙哑的嗓音里，依
然传递出了收获与奋斗的喜悦之情。

对该公司而言，这是意义非凡的一
年。这一年，该公司持续抓好安全、质量、
5s 等管理工作，创造了“钢构速度”，捧
回了省级 QC成果三等奖，获得了集团
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生产经营、市场开
拓成绩斐然。将发展的成果与职工共享。
当天下午，该公司全体员工共聚一堂，在
近 20 个由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演
出中，度过了一个热闹、充实的周六。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联欢会在

喜庆的《好运来》舞曲中拉开帷幕，振
奋人心的音乐，优美大气的舞蹈，瞬间
调动了场内气氛。随后的大合唱《中国
人》，更是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一轮高
潮。魔术、小品、单口相声、唱歌……众多
节日轮番上演，全体员工享受着一顿视
觉的饕餮盛宴。在三句半《撸起袖子加
油干》表演中，简洁又接地气的台词，四
名员工不算专业却卖力而诚恳的表演，
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诗朗诵《钢构人的
自白》讲述了钢构人的心声。因工作性
质，钢构工作者不能长期陪伴在亲人身
边。此刻，在表演者直抵心灵的诵读中，
大伙紧盯大屏幕，那上面正滚动出现着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在座员工的父
母、妻儿，还有同事。小品一直是该公司

的强项。在 《脸和臀部》、《同学会》、
《我的爸爸》等小品节目中，演员们以收
放自如的演技和幽默的台词引得现场众
人频频发笑，最终《脸和臀部》勇夺一等
奖。

联欢会上，该公司对优秀员工、优秀
班长、最美工程等先进人物、重点工程以
及合作商进行了颁奖，并发布了颁奖词。
企业的鼓励，领导的认可，让员工更有积
极性。

大寒节气，屋外冷风萧瑟，屋内暖意
融融。“我为你们感到自豪。”在一轮又一
轮迭起的热烈氛围中，铜冠建安公司经理
查全钢铿锵的话语响彻会场，2018 年，我
们一起努力，更大的项目在等着我们……

陈 潇 谢玉玲

乘风飞翔创辉煌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 2018 年迎春联欢会侧记

“今天我们开一场安全‘诸
葛亮会’，请大家结合平时工作畅
所欲言，把好的想法说出来……”
分厂领导的开场白打破了会议室
的寂静。日前，中科铜都金利银粉
厂召开班组长及生产骨干安全恳
谈会，与会人员着眼生产经营细
微之处献计献策，进一步查缺补
漏，扎实做好新的一年安全工作。

“反应釜银粉沉淀完成后通
过下料阀导出，在操作结束后，操
作人员往往忽略将下料阀助力杆
取下，容易导致助力杆脱落砸人
和碰头等安全隐患”银粉班班长
王文胜说，“建议增设助力杆专
门放置处，并修改银粉生产操作
规程，将下料阀助力杆取放纳入
生产操作规程，规范操作步骤，消
除隐患”。王文胜的一席话，让与
会人员体会到 ‘安全无小事’、
‘安全重在细节’的真正涵义。

“硝酸银工序三楼钢构平台
平时摆放有生产工器具，容易发
生器物跌落问题，须加装防护挡
板，希望引起高度重视”，硝酸银
班班长汤锐郑重地说道。

……
会议室气氛越来越热烈，小

“诸葛” 们的话匣子打开了，纷
纷结合自己所在的班组及岗位，
瞄准身边的事，有针对性地提出
自己的意见建议。一条、两条、三
条……意见建议不断被大家提出
来，内容涵盖了人、物、环境等方
面。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乏味的
理论，有的是实事求是、紧接“地
气”的朴素言语。来自生产班组
的一条条意见建议被削成安全
“楔子”，堵塞不起眼的安全漏
洞，形成了一方牢固安全“防护
墙”，为企业生产经营奠定了坚
实基础。

钟 柯

一场安全
“诸葛亮会”

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
召开第十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确
定了“资源整合提效益、内稳外拓促
发展、降本增效铜一六、科学管理保安
环”新年方针目标。

该公司始终把负 440 米以下深
部开拓工程作为根本，重点抓好坑下
采充循环工作，确保采、充平衡，充分
发挥各作业点的生产能力。根据集团
公司 2017 年第二批科技实施计划安
排，重点做好朱山脚至相思树地区铜
多金属矿勘查工作。抓好安全生产、狠
抓安全管理不放松。不断提高全员安

全环保意识。继续开展好安全教育培训
工作，提升职工操作技能。

继续狠抓“反三违”工作，严格奖
惩。加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确保隐患
排查工作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认真做好
防洪防汛工作，确保矿山安全度汛。加大
危源点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强对外协队
伍的安全管理。

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降本增效工
作。狠抓管理薄弱环节，重点加强预算、
成本、资金等管理，严控非生产性开支，
推进企业精细化管理。促进体制机制完
善。不断加大员工培训力度。继续开展

“实践进岗位”活动，裁撤冗员岗位，积
极引导员工向生产一线有序流动，优化
劳动组合。同时争取集团公司的支持，进
一步加速推进对外劳务输出工作，不断
降低企业人员成本。

加大职工的转岗培训力度，开设一
定规模的脱产集中培训班，继续提升年
轻职工的适应技能，鼓励年轻职工走进
新单位走上新岗位，为他们的后面发展
谋出路。

进一步提高党建统领作用。认真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学懂、学
实、学透作为重点，利用中心组学习以及

矿业公司局域网平台，加强对一系列精
神的学习与宣传，营造浓厚的氛围。

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活动，加强“四好班子”建设，重点抓好
各基层党支部建设，切实加强职工思想
品德教育。在开展好“拜师带徒”、“五
小”攻关、双增双节和青年突击队等各
项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更加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

夏富青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确定新年方针目标

本报讯 1 月 10 日 14 时，在金
冠铜业分公司的厂区工程 2 号酸库
项目现场，当最后一块耐酸瓷板砖贴
上白色台面，有色建安防水防腐公司
第十个酸罐基础的防腐施工随之顺利
结束。

有色建安防水防腐公司承接着 2
号酸库项目 10 个酸罐基础的防腐
和罐体喷砂工作。该公司于 9 月 26
日开始施工，1 月 6 日，所有喷砂工

作完成；1 月 10 日，全部酸罐基础交
付安装。

据了解，该项目时间紧，任务重，耐
酸瓷板防腐面积为 7600 平方米，玻璃
钢防腐面积达到 8860 平方米。该公司
抓好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在现场掀起
大干热潮。为了不影响后续安装，现场采
取完成一个酸罐基础交付一个安装的方
式，确保了项目的如期交付。

陈 潇 陈玖生

有色建安防水防腐公司顺利完成 2号酸库项目施工

1 月 15 日，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尾胶充填站工作人员正在监控充填工艺运作情况。该公司针对选矿排出的尾砂细料大部分
在 400 目以下，对充填站进行技术改造，增加沉降装置，采用新型絮凝剂集中添加等方式，成功破解了极细尾砂充填核心技术瓶
颈，极细全尾充填技术走在国内矿山前列。该公司去年累计完成井下全尾充填达 7 万余方，不仅保障采矿与充填安全生产的平衡
发展，而且还为废弃资源的综合利用做出贡献。 吴 健 摄

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

（上接第一版）
创新驱动打开发展金钥匙
从近两年开始，铜冠电工公司以

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目标，以树
立品牌形象为宗旨，在市场竞争中不
断调整产品结构。先后完成了超大规
格高附着性漆包线、船舶用推进电机
高耐浸渍漆包线、油浸式变压器新型
绕组线、汽车电机用高附着性漆包线、
微晶球等新产品的开发。

《一种漆包机催化块清洗装置》
《一种阳极磷铜球超声波清洗装》等
9 个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铜冠
电工公司还与高校联合开展科研攻
关，在电动汽车充电桩用易切削高导
碲铜合金研究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该公司磷铜分厂上引熔炉中成功生产
出棒坯，获得了安徽省重大科技项目
专项引导资金支持。

创新发展迈出更大步伐。8 年来，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目前申报各项专利
50多项，已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30多
项，已有 3 项成果获安徽省和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多
项关键核心技术率先填补了国内技术
领域空白，还打破国内全部依赖进口

的格局，加速我国电子铜箔国产化进程。
现如今，快速发展的铜冠铜箔公司

入围安徽省国资委首批深化改革创新发
展试点企业；“新型电子铜箔工艺及装
备研发创新团队”被安徽省命名为第六
批“115”产业创新团队；铜基电子材料
及加工技术安徽省工程研究中心宣告成
立……一个个“头衔”让高新企业的招
牌愈发闪亮。

推动高精度铜板带向高、精、尖、
专发展，提升铜产业转型升级。2014
年，铜陵有色公司与国际铜加工领域
领军人才高维林合作设立的铜陵高铜
科技公司，建设第二、三代引线框架材
高端电子铜带生产基地，研发了具有
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 C194、C4450、
C7025 高端合金产品，实现高端电子
铜带的国产化，打破了高端产品完全依
赖进口局面。

去年 3 月，铜陵有色与生益科技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了铜箔、
覆铜板行业翘楚的强强联合新模式。双
方将借助各自行业优势资源，构建互利
双赢的利益共同体，共塑行业领跑龙头。

铜陵有色铜加工板块在技术合作上
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高端市场成为发展新通途
“产品最有发言权是市场，小打小

闹终就自取灭亡，向高端市场开拓才会
有出路。”冷暖自知的铜陵有色深谙市
场淘汰规律。

铜冠电工是铜陵有色铜加工企业鼻
祖，低廉的加工费一直成为挥之不去的
伤痛。近两年来，该公司发展方向瞄准更
有“钱途”的空调压缩机、防爆电机、新
能源汽车、铜箔、电缆等领域，新产品均
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产品订单不断增加，
不仅成为卧龙电气集团、淮海电机、加西
贝拉等主要客户，还漂洋过海出口到印
度和马来西亚。

金威铜业公司利用国际先进的生产
设备优势，不仅成功产品最大宽度为
1250 毫米、最小厚度为 0.05 毫米压延
产品，产品成功销往 ABB、施耐德、西
门子几大外资公司。近几年来，该公司
还向变压器、光伏等行业和合金方向进
军，客户订单量持续增长，现已占该公
司生产量三分之一左右。重启与澳大利
亚 AW 公司的合作，产品遍及东南亚 4
国和地区，出口业务比上年度增长
27%，直接出口量创历史新高。

高精密异型铜带生产一直是铜陵

有色的空白。2014 年 8月，铜陵有色走
出国门，与法国格里赛股份公司 “联
姻”，共同出资成立铜陵格里赛电子材
料公司，采用世界先进的锻打轧制技术
从事高精密异型铜带研发生产。2016
年，铜陵有色收购法国 TG 格里赛有限
公司，“铜冠”工厂成为进军欧洲市场的
“桥头堡”，打开了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的
便捷通道。

被喻为印钞机是铜箔制造业，铜
陵有色如同捧得了“金娃娃”。产品不
断升级，从当初生产出的 9 微米至
210 微米的高精度电子铜箔，到生产
出的 7 微米锂电铜箔，再到 6 微米的
锂电铜箔成功研发……一批批拳头产
品不断问世，让铜冠铜箔公司迅速成
为国内较大的高端电工材料和电子信
息基础材料生产基地。部分产品已通
过生益科技、富士康等供应商，间接进
入苹果、三星、联想等国内外巨头的产
业链。“十三五”末，铜陵有色将努力
成为国内领导、国际一流、持续发展的
铜箔行业领军企业。这匹铜箔制造业
市场的“黑马”，将会给国内国际铜箔
市场带来更多惊叹。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铜陵有色铜冠建安公司离休干
部原有色修建部调研员王家文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 14 时 30 分不幸在铜陵市二院逝
世，享年 85岁。

王家文同志系安徽嘉山县人，生
于 1933 年 12 月，1949 年 1 月入
伍，1954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
前历任定远县独立团二连、中国人民
解放军十六步校三大队等部队战士、
文书、区队长，铜陵市麻纺厂科员、铜
陵市粮食局办公室负责人、铜陵市物
资局科员、铜陵市五七干校科员、有
色运输部科员、有色修建部窑厂副厂
长、有色修建部调研室调研员，1984

年 11 月离休。
王家文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

民，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
风严谨，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几十
年的革命生涯，无论在部队岗位，还
是转业到地方，王家文同志始终对
党忠贞不渝，工作认真负责，具有高
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出色地
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职工的爱
戴和组织的信任。

王家文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 8 时 30 分在铜
陵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铜冠建安公司
2018 年 1月 23日

王家文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