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金威铜业公司工会紧
紧围绕公司各个阶段的重点工作，突
出履行“参与、维护、建设、教育”四
项职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领职
工积极投身到公司项目建设和生产
经营的主战场，取得了显著成效。三
年来，不仅推动了公司产销量实现跨
越式增长，生产经营等方面持续稳步
发展，工会自身建设也得到不断进
步。

开展各种形式劳动竞赛，促进了
企业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三年来，
金威铜业公司两级工会组织以重点
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为中心，深入持
久地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和合理
化建议活动，激励引导广大职工为促
进公司技术进步、经济效益提升做出
了积极贡献。其中，在劳动竞赛形式
上主要体现在“三个结合”上，即将
劳动竞赛与生产经营相结合。每年年
初，根据集团公司的生产经营考核和
公司实际情况，对产品产量和主要经

济技术指标进行分解，制定相应的竞赛
办法，确保公司年度方针目标的实现。
将年度竞赛与项目攻关竞赛相结合。在
开展年度、季度、“安康杯”等竞赛的同
时，针对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和薄弱环
节，还广泛开展了单卷成品率、粗轧机
通过量等小指标竞赛，有效地解决了生
产经营中的难点和问题。将劳动竞赛与
对标工作相结合。在劳动竞赛经济技术
指标考核上，对照同行业最好水平和公
司历史最高水平，开展了 “单班创标
杆”“班组效率”等竞赛工作，有效地
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完成。三年来，金
威公司、铜冠黄铜公司共发放劳赛金额
110 多万元。2015 年金威铜业公司还
被省工会授予“劳动竞赛优胜单位”称
号。技术比武工作蓬勃开展，三年来，金
威公司、铜冠黄铜公司先后组织 290 人
次 14 个工种的技术比武活动。职工合
理化建议效果明显。2015 年以来，金威
公司、铜冠黄铜公司全体职工累计提合
理化建议 1200 多条，积极向省总工会
和集团公司申报合理化建议及技术改
进项目 41 项，其中，《无氧铜炉熔化炉
加料口改造项目》等 13 项合理化建议
和技术改进成果荣获安徽省重大奖，
《SDW 二十辊轧机除油装置改造》等

7 条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项目分获
集团公司一等奖。

坚持人企共同发展，促进了职工民
主管理向纵深发展。公司两级工会组织
坚持把实施“温暖工程”和维护职工参
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作为维护大局和谐
稳定的落脚点，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维权
保障的应尽职责。两级工会长期坚持把
职工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和公司各项
改革措施，通过座谈会、派班会、厂务公
开、班组园地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各
单位职工绩效考核工资坚持公开制度，
每年定期对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进行民
主评议，维护一线职工参与权和知情
权，有效地促进了上下沟通，增强了公
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坚持以人为本，
深入实施“温暖工程”，不断加大困难
帮扶的力度和广度，努力为困难职工办
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使广大职工深切
感受到组织的温暖。2015 年以来，公司
在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及患病
住院职工约 200 人次，累计发放慰问补
助 38 余万元。每年的盛夏高温炎热天
气，公司工会坚持为生产一线职工送清
凉，购买风油精、十滴水、矿泉水、红茶
等防暑降温品送到生产一线职工手中，
发放绿豆、冰糖等，先后发放慰问金及

慰问品价值约 19 万元，积极调动了广
大职工生产积极性。

狠抓标准化班组建设，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充分发挥工会组织教育优势和
文化阵地作用，着重班组建设，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寓教于乐，坚持把
企业文化理念渗透到班组和广大职工
中。三年来，按照集团公司创建标准化
班组的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和班组
实际，不断加强标准化班组考核管理。
公司轧制班、无氧铜炉班被集团公司授
予“优秀标准化班组”，集团公司“先
进班组达标率”达到 62%以上，熔铸分
厂无氧铜炉班被授予有色行业 “质量
信得过”班组荣誉称号。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教育优势和文化阵地作用，坚持把
公司企业精神文化理念渗透到各种形
式的文体活动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在“两节”和节假日期间，公司两级
工会都适时举办健康向上、小型多样的
拔河、跳绳等全民健身运动。在集团公
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 13 项比赛项目
中，公司参加 11 项，其中职工篮球荣获
冠军，同时被集团公司授予“优秀组织
奖”，充分展示了公司职工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

王红平 黄军平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凝聚力量服务企业
金威铜业公司工会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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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集团公司九届二次职代
会召开后，金隆铜业公司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职代会精神的热潮，并在公司
内全面部署学习贯彻职代会精神，要
求各基层单位将学习贯彻九届二次职
代会精神作为近期时政学习的重要内
容，强调抓住重点，针对实际，贯彻学
习职代会精神时，做到“三融入”。

一是将学习贯彻和生产经营相融
入。针对职代会报告中提出的集团公
司“十三五”发展规划以及加快建设
“一强五优” 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奋斗
目标，作为集团公司主力生产单位，金
隆公司应该以勇于担当为己任，撸起
袖子加油干，助力集团公司尽快实现
各项中长期规划目标。新的一年里要
继续真抓实干、再接再厉，科学安排，
精心生产，组织调度好铜冶炼工场和
稀贵工场的生产，加强经营管理，严控
成本，节能降耗，提升效益。各项工作
早落实，早安排，确保 2018 年各项方
针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是将学习贯彻和企业整合工作
相融入。金隆和稀贵的整合工作虽然
已经初步完成，但当前仍处在磨合期

时间节点上，以前两个单位长期形成的
相对独立的企业文化和各种不同规章制
度，还需要进一步的糅合与适应，生产经
营系统的对接还在持续优化之中，要按
照职代会报告中“内部资源整合实现新
进步”的总体要求，做好企业整合的后
续工作，使整合工作更有利于促进生产，
增收增效，达到最佳状态。

三是将学习贯彻和党建工作相融
入。按照集团公司推进“党建大落实”的
整体部署，认真谋划金隆公司党建工作。
金隆公司今年首次设立专职党群工作部
门，充分体现了金隆公司对党建工作的
高度重视。新的一年里，金隆公司党建工
作将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夯实党建基础，拓展
党建思路，将党建工作作为贯穿全年始
终的重点工作，使党建和生产经营互相
融合，做到以生产经营带动党建、以党建
促进生产经营。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贯彻集团公司职代会精神做到“三融入”

近日，家住狮子山双狮东村的程
锦绣女士在护送母亲回到安徽东至县
老家后，特地打电话到冬瓜山铜矿保
卫部，再次代表全家真挚感谢该单位
两位同志冒着大雪严寒，无私救助，及
时挽回了自己母亲的生命……

元月 26 日，这个矿保卫部共产
党员丁佶和刘国宝两位同志当班执勤
巡逻。四时三十分，当他们从精矿车间
巡逻完毕返回至主门卫时，突然发现
办公室后墙角处有疑似人影，他们立
即上前查看。顺着手电筒光线走近一
看，果然有一位老奶奶半躺在雪地上。
他们蹲下身子欲想问个究竟，但此时
老人已是浑身是雪，目光呆滞，神情恍
惚，不能言语。见状，丁佶和刘国宝不
顾劳累，马上将老人搀扶到保卫部值
班室安顿下来，随即将老人身上的积

雪清理干净，并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给
老人披上，还拿来取暖器给老人双脚取
暖，给老人喂热水。经过一番努力，老人
渐渐恢复了神智。但由于老人受冻时间
较长，仍不能正常沟通，为及时和其家人
取得联系，他们又打电话到狮子山派出
所，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很快，民警找到
了正四处寻找母亲的家人。通过了解，原
来，老人叫胡银风，今年已八十九岁高
龄，和在有色铜冠矿建工作的女儿住在
一起。由于患有臆想症，导致凌晨时一人
悄悄走出家门，这才发生上述危险一幕。

看到母亲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地回
家，所有家人都非常感动，定要当面重
谢，但丁佶和刘国宝婉言谢绝，他们说
道：“我们也有父母，我们只做了该做的
事情。”

陈 海

大爱之情融冰雪

本报讯 针对近期气温下降，铜山
铜矿分公司进一步夯实安全基础，及时
做好防寒防冻和防滑工作，下发了《关
于整改 2018 年 “防寒防冻防火”暨
2017 年第四季度安全环保职业卫生综
合大检查隐患的通知》和《关于加强职
工及职工家属雨雪天气安全防范的通
知》，要求各基层单位做好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下劳动保护工作，抓好落实,防
止生产系统发生“伤寒”现象，确保安
全生产正常进行。

积极做好防寒防冻工作。加强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工作的组织实施，切
实落实到每个班组、每个低温和户外露
天岗位的每个职工，有针对性地组织全
面、细致的大排查，防止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导致的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广泛开展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事故隐患排查活
动，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分
公司，并督促整改单位采取制定切实可
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落实整
改措施，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积极做好一线职工慰问工作。结合
通知安排，以人为本，深入基层，认真倾
听职工的反映和呼声，及时了解职工面
临的困难，帮助解决职工的合理诉求。
同时要加强职工自我安全防范的宣传
教育，充分利用宣传阵地，普及防冻抗
寒和劳动保护知识，进一步提高职工的
安全生产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

该公司要求各基层单位要加强值
班制度，畅通信息渠道，一旦发生紧急
情况，要在第一时间报告，并积极协助、
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劳动保护监督检
查，确保分公司冬季安全生产。丁 波

铜山铜矿分公司
做好低温雨雪天气劳动保护工作

本报讯 连续暴雪天气给铜冠物
流金园港埠分公司生产带来影响，为
尽快恢复港区道路通行，防止道路及
作业区域存雪给安全造成危害，近日，

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在安排好生
产、做好设备防冻的同时，组织党员
对港区作业平台、办公区域、员工生
活区域及道路进行了清扫和清理，

以防雪后二次灾害的发生。在白雪皑皑
的港区，到处飘扬的党旗成为码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陈玲琍 管先进

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清扫港区积雪保证安全生产

本报讯 1 月 29 日上午，铜冠物
流金铁分公司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部
分职工，铲除并清扫余家村铁路站场
13股道线旁的货场地面厚厚积雪。据

悉，因大雪覆盖余家村站场内货场，
造成地面积雪过厚，货车无法进入货
场内倒装车作业，严重影响到球团铁
矿等物资装车进度。为此，该分公司

不等不靠，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职工
开展雪后生产自救，满足铁路运输生
产需求。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积极开展雪后生产自救

本报讯 近期，我市迎来暴雪天气，
气温骤降，地面结冰。为做好应对强降温
和雨雪天气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工作，
铜冠冶化分公司组织开展了冬季作业特
点及防范措施安全专题学习活动，确保
安全生产。

针对冬季天寒地冻、作业人员穿戴
较多、畏寒怕冷、地冻打滑、行动不便等
情况，该公司积极做好雨雪天气安全排
查和防寒防冻工作，围绕“笨、滑、凝、
畏”四个冬季作业特点，重点开展“七
防”安全专题学习：一是防滑。雨雪天气
过后，地面湿滑，如不及时处理，易导致
人员受伤；二是防风。冬季多大风，要防
止寒流、大风等天气的突然袭击，提前做
好隐患排查和预防工作；三是防交通事
故。暴雪天气，路面结冰，行车条件差，要
提高注意力，谨慎驾驶；四是防火。防火
工作是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
时刻不能放松；五是防冻。气温骤降，积
雪较多，设备容易受冻，影响正常生产；
六是防触电。冬季是触电事故的高发期，
衣服的面料比较容易引起静电，加上天
气干燥，增加了发生触电的几率；七是防
机械伤害。冬季自然条件变差，霜多、雾
多、风雪多、气候寒冷，是各类施工事故
的多发季节，员工在生产作业活动中，视
觉、听觉受影响，容易出现操作不规范等
现象。通过开展冬季作业特点及防范措
施的安全专题学习活动，提高全员安全
防范意识。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
开展冬季作业安全专题学习活动

本报讯 面对近日强降温强雨雪
天气，铜冠物流公司铜都国旅积极应
对、落实责任，确保旅客运行安全。

该旅行社针对近日安徽地区强
降温强雨雪天气采取了四项应对措
施：根据雨雪情况，启动应急响应，
及时调用应急物资、设备、人员，道
路通行受到影响时，配合公安交警

部门合理分流、快速疏散；科学部
署，加强车辆安检，车站设备的维
护，时刻掌握雨雪天气变化和站场
运营状况，及时清扫门前及站场内
的积雪结冰；做好叮嘱工作，加强驾
驶员安全教育，提醒驾驶员在道路
湿滑结冰、坡道、弯道、临水等危险
路段务必要确保安全行车距离，低

速慢行，另外，做好雨雪天气下客运
站的防护措施和对乘客的安全提
醒，及时清扫门前及停车场、站场内
的积雪结冰；加强应急值守，落实领
导班子带班值班制，及时报送信息，
雨雪天气影响期间，每天向运管部
门报送出勤车辆通阻情况。

曹瑞玲

铜冠物流公司铜都国旅落实保障措施应对雨雪低温天气

本报讯 连日来池州普降大雪，
道路成了“溜冰场”，骑车成了“玩杂
耍”。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
想职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迅速组
织应对防范措施，着力想办法、亮举
措，让员工平安上下班，无顾虑安心工
作，使员工在冰天零度的天气感受到
春天般的暖意。

大开“方便之门”，给外协工人营
建温暖小窝。为减少员工上下班路途
中的交通安全隐患，该车间夜间把办
公室腾出来，把班组活动室敞开来，让
不能按时下班，回家路途较远不能乘
坐通行车的装出槽、熔铸工人在车间
里安心休息，放心工作，解决了外协员
工的后顾之忧，让一线工人感受到车

间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次大雪，真要
感谢车间的安排，要不然我真的不能
来上班了” 打包工工吴益红笑笑地
说：“我家住的远，来回一趟十几公
里，上下班真的很危险，感谢车间提供
的帮助，我在这里都住三天了。”熔铸
工夏新启感激地说：“晚上有空调，比
家里还暖和，谢谢车间的关怀。”

雪天，拼车一族美成一道风景。
“张成胜，今晚出槽结束后坐我的车
回家”该车间主任陈六新六点多还在
车间巡视，看见装出槽工人老张说。大
家都发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精神，
开车的员工回家，都要带上自己的同
事，一同回家。拼车成了一种人文关
怀，拼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做我的

车回家”这句话成了当下这个车间的
流行语，相互帮助的结果是，员工之间
的距离近了，工作时相互谦让多了，途
中的安全隐患少了。该车间还在微信
群中强调，不方便的员工可以乘坐出
租车，到班长那里登记一下就行了，一
句大实话拉近了与职工群众的距离。

门前实行三包，党员、生产骨干当
好“排雷兵”。除冰雪、扫积水、撒盐
粒，各班组门前实行三包规定，该车间
把此项工作当成规定动作完成，纳入
到班组安全交接班任务之中，对车间
重要的安全通道、行车过道、平板车运
输线，要求党员和生产骨干认真清扫，
强化责任落实到边到位，不留安全隐
患在脚下，当好除冰雪排雷兵。张军

冰天雪地路难行 措施得力暖人心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

金隆铜业公司和稀贵金属分公司整合后，为尽快让稀贵金属分公司相关人员掌握金隆公司的工艺流程和安全生产
注意事项，金隆公司专门组织了安全培训，分期分批安排新整合人员进入生产现场实地熟悉情况，听取了解基层车间负
责人的各项情况介绍（如图）。 章 庆 摄

连日来，铜陵地区普降大雪。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为确保行人安全，及时
组织人员清扫积雪，开辟一条洋溢着温情的畅通之路。 夏富青 侯晓琳 摄

近日来的连续暴雪天气，造成道路交通不便、出行困难，铜冠电工公司党员干
部积极开展义务铲雪除冰活动。1 月 29 日，公司党政领导、机关全体管理人员对
该厂区内外区域、道路主干道进行铲雪除冰，以保障员工上下班及周边群众出行
安全。 芦广胜 摄

为应对近日出现的强降雪恶劣天气，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加强了作业现场
及车辆行驶路线的巡查，安排专人清扫路面积雪，给所有车辆添加了防冻液，更换
了凝固点更低的燃油，储备了工业盐等防冻物质，目前，金隆车队所有工作都在有
序正常进行。图为车队职工正在检查车辆确保运输生产安全。 吴成应 摄

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