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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4 日，省国资委监
事会主席董亚庆一行来集团公司，督
查省属企业党委抓党建工作。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集
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文陪同
督查。

此次省国资委党委开展省属企
业党委抓党建工作督查，旨在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全省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强化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各
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督查内容主要
包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情况等 10
个方面。

督查中，董亚庆一行听取了集团公
司党建工作的汇报。

2017 年，集团公司制定了党的十九
大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实施意见，在全公
司迅速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学
习、大宣讲、大培训、大调研、大落实”活
动。积极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狠抓党
建、纪检工作落实，先后召开公司党群、
纪检工作会议和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
落实基层党组织书记联述联评联考，压
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加大作风

督查力度。
集团公司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全

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在“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
题教育和专题警示教育活动中，深入查
找不足问题 816 条，提出整改措施
1008条；开展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通过抓好基层党组织设置动态调整和换
届，落实人员、场所、经费等基础保障，把
好发展党员质量关等工作，进一步提升
了组织力；落实党建“三个清单”，聚焦
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全力推进国有企业
党建重点任务完成；把政治建设放在干

部队伍建设首尾、贯穿于全过程，进一步
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此外，集团公司还积极参与扶贫攻
坚，精准帮扶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以及
枞阳县钱铺镇的南岭、虎栈、井边等七个
贫困村，取得显著成效。

董亚庆认为，集团公司的党建工作
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
更难得的是集团公司将党建工作与生产
经营有机的融合到一起，真正实现了抓
好党建促发展。当天下午，董亚庆一行
查阅了集团公司党建工作相关资料，并
到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 陈 潇

省国资委党委督查集团公司党委抓党建工作

“今天在我开讲这堂安全课
之前，先让大家观看一段去年七
月中旬阳极炉一次‘跑铜’事故
的视频，再次警醒大家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元月 16 日下午，在张
家港铜业公司会议室，该公司党
委书记蔡福如作为 “一岗双责”
的安全主要责任人，正在为公司
中层干部和一线班组长开讲新年
“安全生产第一课”。在 4 分多钟
的视频画面里，由于阳极炉炉腔
里铜料加得过多，随着炉腔温度
的不断升高，阳极炉加料口的炉
火渐渐由红色变成了昼白色。此
时，炉腔里的铜水已慢慢向外溢
出，两名炉前工在紧急处置无效
后，迅速跑离现场。就在这一刹那
间，溢出的铜水连续 “砰！砰！
砰！”几声“放炮”声，视频监控顿
时消失在强烈的爆炸声和弥漫粉
尘烟雾中……使在场所有人员再
次感到震撼和警醒，再现了该公
司当时阳极炉“跑铜”和“放炮”
事故的场景。

看完视频后，蔡福如语重心
长地说，我们公司作为铜冶炼企
业，必须把安全生产和规范化操
作放在首要位置，一定要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预防为
主”的安全理念，严格遵守各项操
作规程，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决
不能放过任何一次 “小事故”和
“未遂事故” ……新年安全第一
课的开场白，通过一段给人以视
觉冲击的阳极炉“跑铜”视频，让
与会人员接受新年的第一次 “安
全洗礼”，共同敲响该公司 2018
年安全生产警钟。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课中，他
通过 PPT 演示，运用大量的图片
和案例，结合新《安全生产法》和
基层员工岗位安全行为注意事
项，就岗前心情准备、岗中严守规
程、岗后情绪整理以及安全行为
准则、安全生产“红七条”和“致
命的习惯性违章”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阐述和讲解。

张家港铜业公司作为铜陵有
色在长三角地区的外埠企业，一
线员工流动量较大，给该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因
此，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规范化操
作必须时刻抓紧抓实。该公司通
过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制作讲稿，
带头开讲第一课的形式，使各级
管理人员和一线班组长高度警
醒，引以为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之弦，做到“在其位，知其责，谋其
政”，牢固树立 “凡事从安全出
发” 的安全意识，结合集团公司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的活动要
求，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扎实推进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把反
违章作为主战场，把违章和缺陷
当事故来管理，全面落实新《安全
生产法》以及安全生产责任制，确
保安全管理没有盲区、不留死角，
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

杨学文

党委书记开讲
新年安全第一课

本报讯 1 月 18 日，技术中心二
届一次职代会暨 2018 年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期间，该中心确立了 2018 年工
作的主题词是：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稳
定发展; 方针目标为 “融合创新促发
展，提质增效强管理；奋力改革拓市场，
收入八千利超一”。

围绕工作主题及目标任务，该中
心规划了 2018 年的工作重点，部署了
主要任务。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
全员绩效考核办法等各项管理制度，
继续深入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创
新管理方式，以注册人员管理、合同管
理、固定资产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质
量管理等为抓手，全面提升管理能力
和水平。

以该中心注册地变更至合肥为契

机，按照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和
集团公司国际化战略要求，将拓展外部
市场作为核心指标纳入该中心各单位
经营责任制考核，对外部市场创收占总
收入比或项目数作出硬性要求，以优良
的业绩为该中心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创新科技管理方式，指导集团公
司二级单位科学规范管理，通过技
术创新、工艺改进、设备更新等一系
列手段，提升效益和效率，实现高
效、绿色、健康发展；强化科技管理
职能，加强科技项目管理、专利和科
技成果管理，深化产学研合作，进一
步修改完善自主创新绩效考核办
法，使科技创新成为集团公司发展的
新引擎。

全力以赴做好集团公司科技服务工
作，不断改善该中心本部采、选、冶研究
所实验室软硬件条件，提升科技研发能
力；设计咨询、检测中心、铜冠能源公司
要明确职能、各司其职，全力服务好集团
公司科技事业，支撑和引领集团公司科
技进步。

做好市场需求调研分析，了解掌握
市场变化，熟悉行业发展趋势，领悟政策
导向和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工作思路，适
时跟进新的业务和市场需求，努力提升
企业发展后劲和生命力，千方百计开拓
新业务，提升科技经营效益。

萨百灵 张 蓓

技术中心新年工作主题词出炉
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 稳定发展

18 名铜冠建安员工，从 2017 年
的 4 月 13 日奔赴数万公里外的厄瓜
多尔开始建设，到今年的 1 月 13 日，
短短的 200 多个日夜里，完成了一座
10 万立方米的沉淀池、14 栋职工宿
舍区的建设，开工建设中的还有大型
选矿综合楼与直径 100 米、深达 21
米的超大型浓缩池及其输送泵站。铜
陵有色员工焕发出来的“中国建设速
度”，至今的 9 个月里，先后 6 次得到
厄瓜多尔萨拉省与邦吉市的高度赞
许，也得到了前往施工现场视察指导
工作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军的高度肯定。

“所有建安员工，每天加班到夜
里 11点、12点。是每天！铜价这么高，
早建成，早投产，对集团公司产量提
升，极其重要，对当地经济，也至关重
要。各方都盯着你干呀！”铜冠建安厄
瓜多尔分公司项目经理蒋科宏介绍，
白天，施工现场紧锣密鼓；晚上 9 点
开始，要与铜冠建安公司本部沟通各
种工作事宜，因为两地时差相距 13
个小时。当地的深夜时分，正是国内上
班时间。虽然在当地招聘了少数雇工，
但夜间加班的，不管是项目部，还是施
工的现场，都只有铜冠建安的这 18
名员工在加班。当地人没有加班的
“习惯”，也不乐意加班。

厄瓜多尔的本意“赤道之国”，典
型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气候。多雨水，多
暴晒。“不能停工哦，就算是大雨。就
算晒得（皮肤）再疼。”铜冠建安厄瓜
多尔项目部土建技术员胡君、这位 90
后出生的年轻人这般描述，“都说建
安公司工作苦吧，但和国内的施工环
境比，在那边，真就一个苦字。一天里，
有时候动不动暴雨倾盆，总不能一下
雨就休息吧？经常下经常下，下到后
来，只有冒大雨干。天晴了，紫外线那
个强、那个晒啊，皮肤疼，干疼。一天三

餐食堂，蔬菜奇贵。吃口可口的蔬菜不容
易的。”

“影响效率的因素太多。”同为 90
后的土建技术员杨谨，对当地施工建设
条件的描述别具风格：让聘用的外方员
工做一个简单的工件，要比划好半天，最
后还得手把手的教。哪怕买一个简单的
管道，没有现货。得提前好多天预定，还
得先预付款子。好不容易送来的，往往不
合格———当地没有起码的工业基础，做
出来的东西，等级偏低，根本不能用，耽
误时间吧？今年 8 月 12 日开工的一个
项目需要一点水泥砌块，我们提前 10
天预订的。而且还全额付了购货资金。在
国内，这点砌块最多五六天厂家送上门。
可他们“赶制”到了 10 月下旬才磨叽
磨叽送来———还不是整批送来，边干活
边等材料。国内一个礼拜送货上门的材
料，他们硬用了 3个多月才完工。

10 万立方米的沉淀池施工中，每天
大雨倾盆，项目部的金建勇和其他几个
90 后技术员一样，在现场的泥巴路里，
深一脚浅一脚的每日奔波，每天泥巴地
里的路程，都在 20公里左右。加完班的
夜里回宿舍，脱靴子的力气都没有。

白天在现场施工，晚上，项目部要集
中组织学习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环保
要求，纳税标准与注意事项，协调沟通租
用机械设备，处理语言障碍，等等。作为
文职的会计，许青，是建安公司派驻厄瓜
多尔项目部的财务人员。按理说，会计应
该轻松很多。可是她办理一次财务手续，
就得克服自己的身体不适，在蜿蜒的山
路上，开车 15 个小时，前往厄瓜多尔首
都基多才能完成。数百公里盘旋的山路，
去一次，吐一次。

“目前是 6 个子项目，早建成，集团
公司早见效益。”蒋科宏说，女儿今年正
要中考了。不说没时间陪，就算一个礼拜
打一次电话的机会都很少：信号障碍，每
分钟 3 块钱的话费，疲劳的状态里不想
让爱人孩子担心的心疼·····都成为包
括蒋科宏在内的有色员工，新的一年里
在数万里之遥，本着“初心”前行的力
量。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李海波

带上“初心”向前行
———记铜冠建安厄瓜多尔分公司奋战米拉多铜矿工作

1 月 25 日，铜陵普降大雪。一大早，铜陵有色驻枞阳县钱铺镇南岭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彭云开和同事一道走访五保户等困难家庭，排查安全隐患，叮嘱他们防
雪防冻防滑。图为彭云开和同事为独居老人钱水龙铲除屋前积雪。

陈 潇 汪文化 摄

本报讯 连日来，铜陵市普降大
雪。凤凰山矿业公司火速行动起来，积
极应对暴雪冰冻天气，确保矿山财产和
生产安全。

25 日一早，该公司机运车间电工
班成员在组长黄文斌的带领下，巡查全
矿供电线路、设备，及时处理供电线路、
设备紧急故障，确保矿山供电安全；在
露天大坑现场，露采车间吴礼祥正对大
坑内的水位进行测量，及时掌握坑内排
水状况，确保排水管道畅通；该公司生
活服务部全力加强对矿区内的民房和

钢构大棚进行检查的同时，加大对矿区
山体、地质灾害点巡查力度，防止山体
滑坡现象发生；该公司露采车间组织人
员对矿区主要干道积雪进行清理，确保
矿区内车辆和行人安全；在各井口出入
通道口，早早铺设好草包，把安全通道
的防冻、防滑工作做到无微不至……

早在两天前，该公司根据天气预
报，就迅速反应、积极行动起来，坚持防
灾和救灾并举、预防为主的原则，下发
《关于认真做好强降雪冰冻天气防范应
对工作的紧急通知》，成立应对强降雪

冰冻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该公
司各车间、部门及驻矿单位也相应成立应
急领导小组，启动冰雪天气应急防范措施。

与此同时，该公司机动部面临低温冰
雪天气，全力做好各类物资和备品备件的
供应，确保矿山应急物资能够及时到位。
该公司保卫部门与通勤车队强强联合，加
强雨雪天气车队车辆维修保养及驾驶员
安全培训工作，做好车辆防滑工作，全力
应对强降雪天气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确保
职工通勤班车的安全行驶。

夏富青 黄志皓

凤凰山矿业公司火速行动应对强降雪冰冻天气

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

春节临近，冬瓜山铜矿积极做好广大退休职工春节慰问券发放工作。针对离
退休人员众多，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该矿先后多次召开专会，制定慰问发放工作
方案，并成立发放工作小组，认真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1 月 23 日发放工作正
式开始，广大退休职工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发放点，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秩序井然
地领取慰问金，满怀喜悦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如图）。此外，该矿对行动不便，体弱
多病的离退休人员上门发放慰问券。 汤 菁 摄

1 月 24 日，我市迎来了入冬以来一场大雪。雪在带给人们美景、希望和期许的同时，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特别是
集团公司门口和大院道路遇雨雪天气，行车时容易打滑，行走时容易滑跌。1 月 25 日、26 日连续两天，集团公司机关党委组织
各部室干部职工开展扫雪除冰活动，及时清理道路上的积雪，保障人员上下班及周边群众出行安全，确保道路通畅和环境整
洁。 钱庆华 摄

集团公司机关党委组织干部职工扫雪除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