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截至今年 2 月初，一年
来，铜冠建安公司累计参加投标 494
次，中标工程 83 项，与同期环比，实
现了市场开拓新突破。

面对建筑市场持续低迷的不利局
面，铜冠建安公司始终坚持把市场开
拓放在重要位置，研究市场规律，着力
加强了与优秀建筑施工企业和设计研
究单位的沟通合作，不断探索了有利
于市场开拓的新方法、新思路。用“三
方协调，上下联动”的新思维，实现了
市场开拓新业绩。

“小平台，大作用”。三方协调的
“第一方”，就是这个公司首先在市场
信息管理方面，建立完善了全公司上
下联动、信息共享、责任到人的信息管
理网络平台。这一平台，由铜冠建安公
司部门、各基层单位和项目部专人专
岗负责管理、收集、登记、传递信息，截
至目前累计入网信息 1091 条，其中
有效信息为 727条。

其次，在投标工作方面，一年来，
铜冠建安公司先后通过上下有效联
动，凭借自身实力和优越的建设质量，
一鼓作气，连续中标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铜陵分公司 2017 年度基站塔
基施工工程、铜陵铜箔项目水处理及
辅助厂房工程、奥炉系列工程、铜陵市
主城区雨污分流改造（一期）工程二
标段、铜化集团与六国化工系列工程
和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系列工程等。
结合投标工作的开展，铜冠建安公司
还组织精干力量在商务谈判工作方
面，把握好了集团公司的一些内部市
场，洽谈了清污分流部分工程、天马山
矿业选矿车间斜板浓密机支架加固工
程、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堆场扩建等
43项工程，累计工程造价 1.01 亿元。

“三方协调”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该公司积极开拓市场的同时，所
属的各单位、项目部不等不靠，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寻找工程任务。

这一年来，该公司所属的钢构公司定时
定人收集信息，加强客户管理，先后承揽
了海亮铜业、诺维特、国传电子、无为明
星电缆等工程，其中，这家钢构公司承接
的海亮铜业钢结构工程建筑面积达
40000 平方米，是这个公司目前为止承
建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厂房工程。该
公司所属的电控设备厂狠抓营销工作，
赢得了铜陵铜箔、奥炉改造、沙溪铜矿等
新上项目，开关柜、自动化工程业务量达
2000 万以上，有效确保了内部市场不外
流。同时不断开拓湖南、山东等外部市
场，产值及利润总额均创历史新高。该公
司所属的建材公司深入贯彻 “全员营
销”工作理念，在保证产品占据本地市
场份额较大比例的同时，大力开拓外部
市场，不断延伸产品销售辐射半径，目前
已开拓池州、黄山、庐江等周边市场，并
在当地设置代销点和招代理商。金隆技
改、铜陵铜箔、天马山、冬瓜山铜矿生产
废水处理等项目部，强化项目经理属地
管理意识，积极开展投标活动和商务谈
判活动，严格控制节点工期，确保安全质
量，牢牢把握市场，赢得了业主的认可与
好评。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市场开拓亮点纷呈
三方协调 上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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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 日上午，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在公司
主楼三楼会议室接待了奥图泰公司
（芬兰）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尔库一
行，双方就技术合作与应用等方面进
行交流。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俊参
加座谈。

马尔库非常感谢集团公司的热情
接待。他说，奥图泰公司是以矿物加工
和金属生产为主业，成功拓展到可再
生能源生产、工业水处理、智能化装备
等领域，奥图泰的发展战略基于“可
持续地利用地球上的自然资源”的公

司使命，秉承着“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价值观。奥图泰公司与铜陵有色公
司合作已久，尤其是铜冶炼闪速炉技术
成功合作应用，各项指标在中国乃至全
球都具有一流先进水平。奥图泰公司始
终把中国作为在全球第一大发展市场，
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希望双方长期良
好合作，致力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

会上，双方就已合作的项目和未来
合作发展方向进行了介绍，并就遇到的
技术难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希望在智能
装备制造、智慧工厂等方面有着更大更
广泛的合作空间。

龚华东对马尔库一行的来访表示欢
迎。他说，奥图泰公司与铜陵有色公司是
合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矿山、冶炼等领
域有着广泛和不同层次的合作，中国铜冶
炼技术的巨大进步，铜陵有色公司就是一
个缩影。铜冶炼技术在中国发展速度很
快，闪速炉冶炼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具
有领先性和方向性，但随着侧吹熔炼、连
续吹炼等一系列技术取得新突破和飞速
发展，给闪速炉技术带来了严峻挑战。铜
陵有色公司不断探索“单闪”“双闪”冶
炼课题研究和自主创新，愿意与奥图泰公
司持续合作，共同研究并推动技术进步。

龚华东希望奥图泰公司要不断进行
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适应中国市场要
求，在技术创新上要有前瞻性，就如何挖
掘铜冶炼工艺生产潜力、投入产出合理、
适应中国环保新要求、单条生产线产能
突破上再做新“文章”，迫切推动闪速炉
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

座谈结束后，周俊陪同马尔库一行
到金冠铜业分公司生产车间进行参观，
了解“双闪”生产工艺运行情况。

集团公司技术中心、金冠铜业分公
司、金隆铜业公司相关人员参加座谈。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龚华东接待奥图泰公司（芬兰）总裁马尔库一行

日前，当铜山铜矿分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度综合表彰会的喜讯传到该
矿工程区后，全区上下一遍欢歌笑语，
经全区职工一年来不懈地努力，阔别
十余年的“金牌单位”殊誉终于再次
回到怀抱。

回顾该区夺“金”史，至今已过去
12 年，然而一直担付该矿井下主要生
产骨干单位的该区职工，如今终于翻
越过憋在心头的一道坎。2017年 1月，
铜山铜矿分公司为优化人力资源，对该
区进行了重新整合，负责井下中深孔、
大孔、尾胶充填、通风及供风、供水与井
下“六大自救系统”的安装维护等工作
任务。俗话讲“樱桃好吃，树难栽”，丰
收的硕果靠汗水来摘，为重新实现“夺
金”的目标，各班组怀揣着“梦想”，从
各个生产线上向目标发起“冲金”。

2017年春节期间，接到矿生产调度
会紧急通知，因供矿采场街接出现告
急，选矿生产一度面临“断粮”的危机，
为确保供矿生产顺利畅通，矿部果断决
定安排该区立刻投入负 568米东 1、东
2和 0号采场展开生产攻坚保卫战，以
制止生产下滑不利势头。正享受乔迁池
州市区的喜悦、在家过节的该区职工，
立即行动纷纷放弃与亲朋好友团聚，奔
赴生产岗位，用轰鸣的机械声，奏响起
节日的旋律，并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
成了这三个采场中深孔布孔。

同年8月下旬，为加快负523米西
2和西4采场工程生产施工，实现采供矿
工作平稳增长，原计划30天5500米的
中深孔工作量，该区中深孔班组克服高
硫高温与岩层破碎交叉生产干扰不利因
素，仅用时20天便超额完成计划生产，
赢得全矿及外来施工单位的高度赞誉。为
解少外围工程施工总成本投入，该区在人
员力量十分紧缺的前提下，仍然承揽起原
矿仓清理改造、负568米废石仓施工和
新老系统防洪通道与文明生产治理整改
等多项工作。去年3月份，为更好地满足
矿部计划生产，该分公司专门新引进一台
T———150大孔钻岩机械，交给该区组织
生产，针对新设备、新工艺，区大孔班克服
人员与技术、生产同设备的磨合，原计划
全年试生产10000米的钻孔任务，经过
班组的共同努力仅用了7个月时间便完
成钻孔15850余米，不仅填补了该分公
司采矿生产大孔钻岩的“空白”，而且还
节省了巨额的工程开采费用。

一花独放不为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正因为铜山铜矿分公司工程区全
体干群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凭着锲而
不舍、不折不挠的精神，该区得以顺利
攻克拿下负 523 米 2 号、3 号、5 号、7
号等多个重点采场工程，去年共完成
中深孔进尺 19700 余米、大孔进尺
15850 米、尾胶充填 96530 余方，分别
超年计划生产 128%、152%和 136%，
各项指标均创下近年来企业各单项生
产考核最好成绩。 吴健

夺“金”记

工程技术
分公司积极承
揽工程项目，
不断增加自修
产值。图为 2
月 27 日，该公
司金隆项目部
员工首次承接
金隆冶炼一课
综合工段硝酸
储罐安装工程
场景。

王璐 摄

本报讯 2 月 28 日，皖能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施大福、刘亚成一行来集
团公司交流访问。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徐五七对施大福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并在五松山宾馆与对方座
谈。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道昆、相关部
门及二级单位负责人参加座谈。

座谈中，施大福介绍了皖能集团
近两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和目前的发展
战略。他表示，铜陵有色与皖能集团都
是省属企业，多年来一直合作的十分
愉快，彼此间有着深厚的情谊。目前，
皖能集团正处在由传统能源产业向清
洁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希
望能够与铜陵有色在原有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深沟通与对接，在电能、
风能等领域深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徐五七欢迎施大福一行的来访，
他介绍了集团公司与皖能集团公司合

作的基本情况，并表示皖能集团作为安
徽省重要的综合性能源集团，在电力、
天然气管输等生产服务方面有着丰富
的经验，希望皖能集团和铜陵有色不断
加强沟通和交流，实现共赢。双方就目
前在合作的事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研究，并对下一步合作框架进行了
商讨。

安徽省能源集团是由安徽省政府
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政府授权
的投资经营机构和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负责省级电力、天然气及其它能源建设
的资金筹集、投资管理工作，并对建设
项目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目前，
皖能集团已形成了电力、天然气、金融
三大产业互动协同发展，煤炭物流、新
能源、电力生产服务等行业提供有力支
撑的良性发展格局。

本报记者 陈潇

徐五七接待皖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施大福一行

本报讯 3月1日上午，集团公司统
战代表人士形势通报会在安徽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举行。36名来自集团公司各
单位统战代表人士参加了形势通报会。

形势通报会上，集团公司组织宣传
部副部长王新疆向统战代表人士通报
了集团公司2017年和 2018年主要工
作情况。2017年，集团公司全年主要生
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达到或超过预算
水平，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企业各

项改革深入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集团公司
2018年工作主题为：奋力改革新发展，全
力提质增效益。围绕年度目标和工作主
题，2018年将重点抓好“六个大”，即开展
风险“大防控”、推动效益“大提升”、强化
项目“大推进”、实施改革“大攻坚”、促进
创新“大突破”、推进党建“大落实”。

安徽铜冠（庐江）矿业公司有关领
导在形势通报会上介绍了沙溪铜矿生产

经营基本情况。沙溪铜矿项目为国家资
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之一，也是省 861
重点项目。矿山于 2010 年 12月正式动
工建设，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年采选
330 万吨，即日采选 1 万吨矿石，服务年
限 21 年。达标达产后可年产铜精矿
7.39 万吨，铜金属量 1.6 万吨，年产铁精
砂 3.6 万吨。矿山于 2017 年 7月 1日选
矿系统重负荷联动试车一次性成功，截
至目前，累计完成铜量 2150 吨，生产铁

精砂 2600 吨，采选各系统目前还处于
磨合试产期。

形势通报会期间，统战代表人士还
观看了 2017 年集团公司专题片 《聚力
新征程》和米拉多铜矿专题片《不用扬
鞭自奋蹄———米拉多铜矿建设纪实》，
并集体参观了沙溪铜矿选矿车间工艺流
程和井口等地表设施。

通过听取介绍，看专题片，现场参
观，统战代表人士纷纷表示对集团公司
的发展更有信心了，并将积极投身到集
团公司发展新征程中去，加快 “一强五
优”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建设步伐。

王红平 钱庆华

集团公司召开统战代表人士形势通报会

为 庆 祝
第 108 个“三
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3 月 1
日上午，铜冠
物流公司举办
了 “三八”女
职 工 登 山 比
赛,共 14 个代
表队，50 余名
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图为比
赛现场。
高立萍 摄

本报讯 日前，月山矿业公司第
三批劳务输出 28 名员工已完成了安
庆铜矿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正式走向
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至
此，月山矿业公司在岗员工 380 人，已
提前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定编任务。

早在 2017 年 8 月，集团公司编
制委就月山矿业公司机构与编制的优
化方案批复下达后，如何最大限度地
分流富余人员，做到减人不减产和各
环节生产秩序的稳定运行，是摆在该
公司领导班子面前必须亟待解决的难
题。经过反复调研，认真研究，提出了
两步走的工作构想：一是制定完善鼓
励富余人员自谋职业的激励政策；二
是持续开展劳务输出工作。通过领导
班子深入基层开展专题座谈，各单位、
各部门召开形势报告会等形式进一步
向员工传递企业生存压力，亮出“家
底”，让员工对企业经营状况有一本
明细账，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员
工在用工观念上发生了变化，由最初
对劳务输出工作的观望抵触到现在积
极参与、踊跃报名。

为了认真做好此次劳务输出工
作，特别是对安庆铜矿这次需要的铲

运机工、钻机工等技术含量高的矿山重
点主力岗位，月山矿业公司做到两个确
保：确保输出人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安庆铜矿所需岗位的条件要求；确保公
司安全生产不受影响。该公司从实际出
发，从生产一线中选派年轻、工作责任心
强、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员工。通过各单位
和企管部门层层对报名人员进行初审，
并经过安庆铜矿人力资源部门的审查，
从中择优录用，最终确定了 28 名员工，
其中包括 8名女员工。

随着 28 名员工走向安庆铜矿各自
的工作岗位，月山矿业公司新年改革已
踏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劳务输出的持
续开展，既为企业生存减轻了一定的压
力，也给留下来的员工思想上带来巨大
的冲击。目前，该公司机关后勤辅助人员
也纷纷转变思想观念，主动申请到生产
一线岗位，补充生产一线因劳务输出的
缺员岗位。与此同时，月山矿业公司还从
深化内部改革着手，适时出台绩效工资
分配政策，调动生产一线关键技术岗位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他们的岗位绩效
工资分配与专业技能、安全和工作效率
紧密挂钩，考核兑现，鼓励员工战胜当前
困难，完成今年生产经营目标。 田芳

月山矿业公司稳步推进劳务输出

今年以来，金隆铜业公司克服两厂整合磨合初期、原料供应复杂、大雪冰冻极
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影响，科学安排，精心组织，合理指挥调度，前两个月生产经营
势头良好，各种主产品产量和工艺技术指标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实现了新年开
门红，为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正在待运出厂的阴极铜产品。 章庆 摄

春节黄金周后，《铜陵有色报》连
续四期报道了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机
关不打年盹儿，或直奔生产现场，或解
决难点问题，或细化提高效率的实施

方案，让人感受到铜陵有色广大干群
不负春光加油干的精气神，真乃新春
新风扑面。一年之计在于春。透过这些
扑面而至的崭新风气，折射的是铜陵
有色人十足的心气，迸发的是只争朝
夕的滚滚热情。

新春好鼓劲，干事正当时。今年是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
年，也是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实现由高速
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生死攸关的一
年。在这个非常重要且非常关键的年份，
我们必须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
锐意进取，用扎扎实实、勤勤恳恳的付
出，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把集团公司的今年各项生产
经济目标落到实处，逐步把铜陵有色发
展的蓝图变成现实。从现在起，在干中落
地，于实中见效，在生机勃发、催人奋进
的春天里，打造出一片干事创新、竞相发
力的新天地。

在干中落地 于实中见效
□殷修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