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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6 时 30 分，集团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明勇，12 家
二级单位的工会主席、食堂管理员共
30 余人坐上了公司的大巴车，经过
四个小时的跋涉，来到安庆市太湖县
北中镇江河村村部，参加他们的
“2018 春茶及农特产品展销” 订货
会。这是一场由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大
力支持、江河村主办的展销会，是以
“产销对接，助农增收” 为目的的
“扶贫订货会”。

当天上午，村民们早早的来到村
部的广场，和村干部们一起，布置好现
场。更有热心的村民，拿起话筒唱起了
黄梅戏，开始自娱自乐。“这在我们村
是破天荒头一回，是喜事呀，大家都很
兴奋。”村支书江明晗说道。

展销会上，参展的农特产品有 20
余项，包括村民们自家种植和加工的
野生苦菜、干萝卜丝、干豇豆等产品，
还有在集团公司帮扶下种植和加工的
石斛以及茶叶等产品。集团公司驻江
河村扶贫工作队贴心设置了体验区，
为现场人员提供免费品尝江河村的石
斛花、江河谷尖等茶类的体验，让大家
了解产品从而促成订单。

11 时 30 分，集团公司二级单位
以及安庆海军医院的 60 多名干部职
工来到村部，展销现场顿时人气爆
棚。

江河谷尖、高山手工茶……广
场这边，琳琅满目的江河村农特产品
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询问。那头，石
斛枫斗、石斛鲜条、石斛花以及石斛盆
栽等产品，也是各单位订购的“抢手
货”。中间的现场下单区，则被围的水
泄不通。

通过发出“一份关爱，一片希望”
为主题的倡议书以及对农特产品的介
绍和品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现场
共签订合同 40 多份，合同金额高达
159万多元。各单位根据各自的需求，
将村民的多年的辛苦变成了真金白
银。

“我们举办江河村农特产品展销
会，是扩大产业扶贫效果的一项举措，
通过把服务搬到贫困户家门口，进一
步打通农户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促其
增收。”展销活动的主持人，也是江河
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彭长月
说道。

集团公司对江河村的定点扶贫始于
2014 年 9 月，近四年里，集团公司始终
坚持产业扶贫道路不动摇，每年优先安
排不低于 100 万元的扶贫专项资金，大
力发展石斛种植、茶叶加工、光伏发电等
产业项目，通过产业扶贫带动江河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2017 年，江河村集体

经济收入超过 10 万元，村容村貌发生
根本性改观，顺利实现“村出列，户脱
贫”的攻坚目标。

“虽然江河村初步甩掉了贫困的帽
子，但距离美丽乡村的美好愿景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陈明勇表示，今天这样的
产销对接不是只有一次，或者一年，铜陵

有色与江河村的合作会长久的持续下
去。江河村出列后，集团公司继续探索
乡村振兴新路子，做到扶贫工作要求不
降，标准不低，力度不减，确保江河村到
2020 年顺利实现美好乡村建设的新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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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与爱同行
———记安庆市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扶贫订货会

本报讯 5 月 3 日上午，安徽省
商务厅副厅长黄英到铜冠矿建公司调
研。

调研会上，铜冠矿建公司介绍了
企业发展概况和外经外贸工作。黄英
充分肯定了该公司改革发展和外经外
贸工作取得的成绩，并传达了《中共
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在全省企业中开展“四
送一服”双千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的主要精神，希望该公司加快发
展步伐，提高发展质量，并表示大力支

持该公司外经外贸工作，依据有关文件
精神给予政策扶持。

据悉，为有效解决实体经济发展
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努力营造
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持
续优服务、稳增长、促转型，安徽省委、
省政府决定从 2017 年 8 月份开始，面
向全省企业实施“四送一服”双千工
程（即送新发展理念、送支持政策、送
创新项目、送生产要素，服务实体经
济）。

吴 昊 曾红林

省商务厅副厅长黄英到铜冠矿建公司调研

本报讯 5 月 3 日，安徽省“四
送一服”第十四工作组组长、省水利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广满率省“四
送一服”工作组来铜冠铜箔公司开展
调研。

调研中，王广满听取了该公司领
导关于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情况的介
绍。在随后召开的“四送一服”双千工
程常态化宣讲会上，王广满表示，“四

送一服”工程就是为了有效解决实体经
济发展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努力营造
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为加快企业
发展、振兴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支撑。希
望铜冠铜箔公司能指派专人关注“四送
一服”的平台，并与对接的工作组保持
经常联系，把政策和市场充分结合好，让
企业得到更多“真金白银”的服务。

何 亮

省“四送一服”工作组到铜冠铜箔公司调研

“肖斌，你看看，我把加油机修
好了。”

“真的？我来试试。”
5 月 3 日上午，在铜山铜矿分公

司采矿区检修班，张标兴奋地对组
长肖斌说，也引来了十多个同事的
围观。

“终于修好了，这段时间用手动
的可把我们几个忙惨了。”

“是的。有时还压不进去，黄油
浪费了不少。”

气动黄油加油机是由空压机供
气，采用空气压缩原理，对各类机械
设备保养润滑强劲注入黄油的利
器，为井下铲运机和电机车保养节
约了时间和人力。

事情发生在 5 月 1 日中班，张
平和肖斌对负 568 中段 5 台铲运机
进行加油保养，只听见空压机的轰
鸣声，不见气动黄油加油机的 “扑
哒”声，黄油枪里没有黄油挤出。为
了尽快让车出库生产，2 人进行临时
分工，一个检查油路、电路，一个用
手动黄油枪加油。对于每台必须维
护的 24 个注油点，铲斗和铰接部位
是磨损最厉害的部位，手动黄油枪
注油往往就压不进去，5 台车 120
个注油点，两个人干得满头大汗。

“这样不是事，用手动黄油枪太
累人了，而且还耽误时间。”

“空压机是好的，压力也正常，
不会是堵住了吧？”

“我把风管检查看是不是好的，

你把枪头紧紧好，我们再试一试，真正
不行就把黄油机的泵头打开看看。”两
个人说干就干，在检查管路完好的情
况下，用六角扳手拆下泵头的外罩，分
别检查了输油管路，柱塞杆单向阀，进
油阀、止回阀，泵体“O”型圈。研究来
研究去，但就是不工作……

张标和几个同事从负 568 中段 17
线处理好管道回到铲运机硐室，看到
张平和肖斌拆的七零八落的黄油机，
了解了操作原理和坏的原因后斩钉截
铁地说:”带到地表，我来修！”

下班时分，劳累了一天的同事们
洗澡的洗澡，休息的休息，等待着 4 点
半的班车回家。张标却打来柴油，倒出
蛇皮袋里的零件，一件件地清洗，从滑
块到阀门阀座，甚至一个小螺丝，都认
真检查，清除异物，查看是否磨损。因
为心里没底，他从维修班大院子的废
铁堆里捡回一个早已报废的黄油机
一并打开看看，对比泵头里的滑块、
阀门阀座以及密封圈的磨损程度，最
终发现是阀块和阀座接触面磨损，滑
块移位，造成限位板螺丝松动，从而
使压缩空气从止回阀通道溜走，柱塞
杆的单向阀不做功，黄油就吸不起
来。张标从废弃的黄油机上拆下阀块
和底座，清洗干净后装在泵头上，随
后接入空压机，配气滑块有工作的动
作。张标立马给泵头套上外罩，紧固
螺栓，插入黄油桶再试，黄油从黄油
枪里喷了出来……

当同事们听完张标维修过程的讲
述，负 613 中段和负 658 中段的维修
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直用手动的
在加油，下班时也把坏的加油机带上
来，我们也来修.……”。 余 飞

我 来 修

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职工日前正将手机放入统一存放点。为严肃劳动纪
律，规范作业行为，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从去年开始规定职工班中作业时禁
止携带手机上岗，要求职工上岗前须将手机统一存放到车间里办公室靠墙设立的
存储箱内，杜绝了职工班中玩手机现象，避免了生产中因手机带来的走神。目前，
漆包线分厂职工已自觉形成了班中不带手机的习惯。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
的决议，履行团员义务，严守团的
纪律，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
奋斗。”5 月 4 日 8 时许，整齐响亮
的入团宣誓声划破了笠帽山烈士
陵园晨光中的宁静，集团公司团委
及各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庄严立在
烈士塔前，再度许下入团誓言，以
此缅怀革命先烈。

而这，是当天集团公司“学习新
思想，争做新青年”主题团日活动的
第一站。随后，一行二十人来到安徽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春驿站，在这里
他们共同品味书籍、感受阅读、分享
知识。

“赵安华：在窑洞里的时候，近
平就在炕桌上、炕沿上写字。天气暖
和的时候，他就搬一块石头，趴在磨
盘上写……近平很喜欢学习，平时也
很喜欢看书，喜欢思考，喜欢写东
西。”“王宪平：他热爱读书，痴迷读
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他每天
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
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在
活动现场发放的 《习近平七年知青
岁月》中，习总书记这一始终将读书
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的人生追求，令在场青年无不为之
触动。

他们认真翻看书籍，以朗读的形
式将各章目中自己深有感触的诸多
片段分享与他人。“为群众做实事是
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我和近平

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近平敢说
敢做敢担当”……在分享中，大家共同
回味着习总书记曲折与磨砺共存的七
年知青岁月，感受着激荡人心的成长
点滴，并从中汲取着奋斗力量。

以此为牵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中对青年的寄语，《知之深，爱之切》
《治国理政（第二卷）》《自控力》《史
记》等一批“自选”推荐书目将阅读分
享不断延伸。不止于此，热播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现象级” 文化综艺
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经
典永流传》，纪录片《大国崛起》《大
国工匠》《超级工程》，微信公众号
“有书”等相继“亮相”个人推荐名
单。

萨百灵

晨钟唱响 激荡青春力量
———集团公司“学习新思想，争做新青年”主题团日活动侧记

本报讯 “五四”青年节期间，
天马山矿业公司团委以“传承五四，
筑梦青春”为主题，组织开展“团员
青年月”五个一系列活动，为全体团
员青年摆出一道青春盛宴。

开展赠书送学活动。为学习好贯
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使广大团员青
年更加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精神，更好地学团章、知团史。
该公司团委在全体团员中发放 《十
九大辅导读本》等书籍。

组织义务奉献活动。该公司各团
支部组织本支部团员青年在“五四”

期间，开展一次奉献在双休活动，通过
修旧利废、清理垃圾死角等活动，为该
公司节支增效、美化环境做出了积极
贡献。

开展“青年安全岗”活动。结合
集团公司正在开展的“强化意识、防
控风险”活动，组织青年安全监督岗
的岗员开展青安岗督导活动，发挥青
年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作用，有效促进
企业生产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举办“微视频征集”活动。结合
集团公司团委正在开展 “安全环保
微视频征集活动”，在该公司范围内

开展以员工贯彻实施集团公司 “珍爱
生命，保障安全”的安全理念和“清洁
生产，绿色生态”的环保理念过程中的
好做法、好经验、好创意和安全培训、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纪实、安全标准化作业
或者青年安全活动创新等内容征集活
动创意。

组织一场青春集会。以“学习新思
想，争做新青年，共建魅力新天马”为
主题，组织全公司团员及 35 周岁以下
大学生开展一次户外拓展活动，掀起
“五四”系列活动高潮。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五个一”系列活动闪亮青年节

本报讯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围绕企
业经济建设中心，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创造出良好的企业环境，促进了企业
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该公司严格按照各项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凡在本公司发生的
或涉及到本公司职工相关的矛盾纠纷、治
安刑事案件一经发现或举报，内保人员迅
速到场开展工作，调解纠纷，杜绝激化矛
盾; 难以排解的纠纷和治安刑事案件，立
即向主管部门领导和辖区开发区派出所
汇报迅速查处，做到生产、治理两不误。

该公司是池州市经济开发区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开发区派出所的重点保护单
位。开发区派出所在该公司设立“驻厂警
务室”，干警轮流值班，为公司保驾护航。
为了有效地预防案件、事件的发生，派出
所与内保队制定联勤巡逻机制，每天安排
辅警和公司内保人员及各分厂、分公司联
防员联勤巡逻，充分发挥广大干部职工主
人翁精神，坚持二十四小时联勤联动，及
时发现和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了公司
治安稳定。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靠全社会参
与的，必须全面提高每个职工的法律意
识。公司内保队自始至终抓紧抓好普法教
育，新员工进厂时，对其进行安全技术教
育和劳动法规、厂规厂纪教育，今年以来
已培训 287 人次，使其全面了解企业状况
和遵纪守法的重要性。内保队每年请辖区
派出所对职工进行至少一次法制宣传培
训，聘请派出所民警给职工上专题法制
课。

几年来，该公司未发生一起刑事、治
安案件和重大民事案件，无群体上访事
件，大量的矛盾纠纷排解在基层，有力促
进了企业稳定发展。 何 为 张拥军

综合治理效果好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订货会现场。

石斛养殖大棚。 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