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铜陵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公布了 2017 年度铜陵
市建设工程质量奖“铜都杯”获奖名
单，有色建安钢构公司施工的铜陵市
原陵江饭店地块停车楼项目名列其
中，首次获得铜陵市建设工程质量最
高荣誉奖。

原陵江饭店地块停车楼项目由铜
陵市新西湖发展公司建设，工程面积
7641.16 平方米，是多层框架钢结构，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作为施工单位之
一，主要负责停车楼项目的全部钢结
构制作与安装任务。该公司在不影响
行人出行、不影响车辆来往、不影响市

容市貌的前提下，把困难留给自己，在
工程施中实现了工程施工主体装配化，
将主构件在车间制作完成，再在现场完
成对接，以完成多层框架结构的吊装。

为了施工不延误，大部分构件进场
及卸货均在晚间进行；为了施工不扰
民，对施工区域实行全封闭，做到严格
控制，安全保障措施到位，平台外侧设
置悬挑式安全网，保证了安全施工。工
程于 2016 年 11 月 20 进场吊装，2017
年 4月 30日完成钢构施工任务，工程
施工安全、质量、工期受到业主、监理及
有关管理部门的好评。

谢玉玲

有色建安钢构公司获“铜都杯”工程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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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安庆铜矿在
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基层党组织特
别是党组织书记把党建工作作为主
业，提升基层党建水平上，将联述联评
联考作为工作抓手，促进了基层党建
工作呈现出新的生机活力。

该矿党委将党支部抓党建作为联
述联评联考的重点，特别是党支部书
记履行抓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情
况，其中包括：抓班子、带队伍情况；加
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服务生产
经营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
况；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开展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情况；落实党风廉
政责任制，遵守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各项规定，接受职工群众监督情况；单
位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个人在履
职尽责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
产生的原因等等。各在岗党支部必须
按照规定向矿党委进行专项述职，并
分别就抓党建工作情况接受所辖单位
或部门负责人、党员和职工代表评议，
矿党委将各党支部抓党建工作情况作
为支部班子及成员履职考核的重要内
容。

在述职前，该矿党委要求党支部
必须全面总结过去一年以来抓党建工
作的情况，党支部书记须认真梳理分
析，并广泛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撰写

述职报告，力求实事求是，不允许夸大成
绩、掩盖问题和错误。述职时防止只讲面
上工作，不讲个人履职情况；只讲下面问
题，不讲自身存在的问题。矿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根据述职情况，结合平时了解掌
握和会前调研了解的情况、突出问题导
向等，逐一进行点评，并指明存在的问题
和整改的方向。

考核时，对照考核内容，通过听取汇
报、个别谈话、实地查看、查阅资料等方
法进行实地考核，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
听取党员职工意见。在认真考核的基础
上，结合日常督查检查和会上评议等进
行综合评价。把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开
展和考核结果，作为评价支部领导班子
和党支部书记政治强不强、实绩好不好、
作风正不正、工作称不称职的重要内容。
对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履职尽责抓到位，
评议考核中党员群众反映好的，作为评
先评优和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
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研究、精力投入
少、不真抓实干、不解决实际问题，搞
“花架子”和“造盆景”以及基层党员群
众反映差的要求限期整改，情况严重的
将严肃问责。在落实整改时，要求作为第
一责任人的各党支部认真制定整改落实
方案，通过将梳理分析、自己查摆、上级
点评和群众评议指出的问题，列出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并逐项整改
落实到位。 杨勤华

安庆铜矿以“三联”促基层党建水平再提升

本报讯 日前，铜冠物流公司起
草的地方标准 《内河船舶铜精砂过
驳操作规范》，经安徽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批准发布并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铜冠物流公司面对传统物流产
业将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理
念、新机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的形
势，深入开展技术创新、科技发明与
成果运用。近年来先后起草的《抱罐
车安全操作规程》和《内河船舶铜精
砂接驳操作规范》 两项安徽省地方
标准，将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提高
服务质量，减少货损货差，从而达到
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

该公司还深入开展技术创新与

成果运用。近年来，该公司申请软件
著作权有 10 项，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有 10 篇管理创新成果的论文
获国家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安徽省总
工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优秀论
文奖，11 个管理创新成果投入运用，
其中 《控制货损提高铜精砂卸货效
率》 等 5 项成果获安徽省重大合理
化建议和技术改进成果项目奖。该公
司创新的 “铜新站物流信息开发及
微机联锁系统集成”和“物联网在物
流中的应用与发展” 两个项目还荣
获了 “中国物流与采购信息化优秀
案例”。

该公司还加强科技和信息化建

设，大力发展“互联网 + 物流”，进一
步完善物流交易平台，并将交易平台向
货主、车主等进行全面推广，以更好地
整合内外部物流资源，发挥平台功能，
扩大平台交易规模，不断推进企业技术
进步。今年 4月，该公司被国家交通部
列为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现已完成了
交易平台与交通运输部无车承运人试
点运行监测平台对接工作，并将以无车
承运人试点工作为契机，认真做好《车
辆运输大数据视联网信息系统》 项目
开发和实施工作，积极推进管理系统的
升级改造，以增强车辆监控能力，提升
企业服务水平。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本报讯 日前，铜冠矿建公司沙
溪项目部克服地质条件影响，刻苦攻
坚，打破了前期沙溪铜矿负 290 米至
负 410 米斜坡道进度僵滞的被动局
面，为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该斜坡道贯通工程是集团公司
今年的重点工程，也是骨头工程。因
地质条件影响，负 410 米上斜坡道
掘进过程中遇到含水层，出水量达
到每小时 60 立方米，严重影响施工
进度。

斜坡道是沙溪铜矿第二条安全

通道，也是最后一段斜坡道，目前还
剩下 600 米，该项目部负责从下往
上掘进 300 米。为实现斜坡道早日
贯通，打通矿山安全通道。承担该工
程施工的铜冠矿建公司沙溪项目部
领导深入现场调研，及时向公司汇报
工程情况，并组织开展现场方案会
商，果断采取疏水排水措施，组织抽
调经验丰富、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
的施工队伍开展攻坚。同时，公司采
取激励政策，通过开展劳动竞赛，以
每月百米为目标进行激励考核，确保

业主要求的 6 月 30 日贯通目标实现。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队员采用管子堵
水、导水，用彩钢板披水等办法，临时搭
建起工作棚，虽然大的涌水被导流掉和
彩板棚披掉，但斜坡道裂隙中的淋水还
是宛若 “水帘洞”，干部职工们在湿
滑、阴冷的巷道内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一寸、一米地向上掘进。从 3 月 31 日
早班至 4 月 6 日晚班，向上斜坡道共
起爆 11 茬炮，取得一周进尺 27.5 米的
好成绩。

曾红林

铜冠矿建公司沙溪项目部为斜坡道贯通而努力

本报讯 日前，铜陵有色公司被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评为“首
批省级创新管理示范企业”称号。这
是铜陵有色公司获国家、安徽省创新
型试点企业和管理创新成果《国有企
业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标杆管理再创
新》荣获“第二十三届国家级企业管
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称号之后，获得
的又一项殊荣。

铜陵有色公司始终坚持持续改
进、不断创新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
建立卓越绩效常态化管理来提升各
项工作，促进业绩改善。主要通过全
员绩效管理、对标管理等方法，提升
管理绩效，并通过每年的自我评价，
“铜冠卓越绩效奖” 的内部评审，建
立卓越绩效的长效机制，在集团公司
内部分享管理优势，持续改进和创新

各项管理，管理成熟度不断提升。集团
公司先后获得了首届“安徽省政府质量
奖”、第十二届“全国质量奖”、2013 年
度全国“质量标杆”等一系列荣誉。成
员单位金隆铜业公司、铜冠矿建公司、
铜冠机械公司等单位先后获得了铜陵
市市长质量奖。

铜陵有色公司按照卓越绩效理念，
针对性地开展了系统对标、实施全员绩
效管理、推进 5S 管理和完善三大标准
等一系列创新管理。2016 年，集团公司
层面 66 项对标指标中，10 项指标创历
史最好水平。二级单位确定的 694 项
“对标挖潜、降本增效”指标中，292 项
指标好于上年，163 项指标创历史最好
水平，66 项指标好于标杆或竞争对手水
平。金冠铜业分公司、金隆铜业公司的铜
冶炼综合能耗等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集团公司获得 AAAA级“标准化
良好行为”企业，逐年开展企业标准体
系的自我评价，对三大标准进行修订和
完善，建立了标准化的长效机制。目前成
员企业 25家获 AAAA级。2016 年，集
团公司对三大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共
新增 10项，修订 64项，废止 3项。现公
司级三大标准共 1452 项，其中技术标
准 872 项、管理标准 290 项、工作标准
290 项。

此外，铜陵有色公司还大力实施全
面节能管理、加强预算管控和成本管理
与推进品牌建设。集团公司建立健全企
业能源管理体系，创建了能源管理中心，
实现高复杂流程下的节能优化，应用合
同能源管理模式，破解资金、技术、管理
难题。2016 年，实现节能量 1.35 万吨标
准煤，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节能考核目标。

阴极铜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7.5%，硫酸综
合能耗同比下降 4.5%；荣获省 “十二
五”节能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充分运用
预算精细化管理工具，全力推动实施降
本增效的 77 条措施，认真研究财税政
策，积极争取税收政策优惠，努力降低税
费成本，同时积极分析应对汇率波动，有
效管控资金风险，灵活拓宽融资渠道、进
一步降低融资成本。集团公司高层将品
牌建设纳入企业总体战略，做到品牌规
划、组织机构、专项费用品牌管理“四落
实”。与中南大学合作进行“铜冠”品牌
战略研究，制定品牌发展中长期规划，每
年度制定品牌培育计划。集团公司品牌
价值达 97.77 亿元，品牌强度（百分制）
得分 82分，远超行业 24.25 亿元的平均
水平。

夏富青 钱庆华

铜陵有色获省首批创新管理示范企业称号

5 月 8 日上午 10 时 18 分，铜陵有色金属二次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项目开工仪式在市开发区有色循环经济园金冠
铜业分公司奥炉厂区建设现场举行（如图），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俊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据悉，铜陵有色金属二次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项目将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工程采用全湿法方案，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铅滤饼预处理工段、原料库及烟灰预处理工段、浸出渣库、铜萃取工段、除砷硫酸锌工段、污水处理系统等主体设施以及
辅助生产工程、总图及运输、生活办公等相关公辅设施，项目建设工期控制在 14 个月以内。 萨百灵 封保敏 摄

铜陵有色金属二次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项目开工建设

日前，铜陵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了部分会员赴西柏坡参观学习（如图），
重温共和国建立的那段历史岁月，进一步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深刻含义。

陆光华 殷修武 摄

日前，冬瓜山铜矿采矿综合楼大厅内，一线职工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职工才
艺大赛展板（如图）。该矿在建矿 60 周年之际，组织开展职工才艺大赛，内容包括
书法、绘画、摄影、篆刻、剪纸、绣品、根艺、盆景、盆栽、贴花、插花、雕塑等。

汤 菁 周文强 摄

本报讯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奥
炉项目以工程建设安全环保零事故，喜
获集团公司 “2017 年安全环保活动自
主创新奖”和“优胜单位”称号。

奥炉项目建设以来，该公司先后制
定并不断完善《奥炉项目部安环管理标
准》《施工现场封闭式安全管理制度》
《外来施工队伍管理规定反三违分级管
理办法》 等各项安全环保管理制度，从
制度上落实各部门、各层级、各岗位人
员的安全职责。

制定“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实施方案，拟出整体活动形象进度表。
并邀请集团公司及内部单位安全管理
专家，对全体员工开展集中安全培训。
针对工程建设全面铺开，施工单位较多
等实际状况，实行施工单位 “同业互
培”，让施工单位在安全培训中唱主角。
每场安全培训交流会由一家施工单位
主持，其他三家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参
加，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同时，积极编
制“强化全员安环意识，力保平安环保
投产” 安环督查专项行动工作简报，并
在项目部电子公告栏及时进行发布，让
各类违章处罚案例广泛传播，引以为
戒。建立业主与新进场施工单位“一对
一”安全会谈机制。两年来，对现场严重
违章施工单位进行约谈 16 次。

严格把控入场关，实行新进施工人
员资质审查和体检工作，两年来清除不
合格施工人员 30余人。严把门卫关，实
行施工现场全封闭管理，要求门岗做到
逢人、逢车必查。在此基础上，加强资金
投入，建立起覆盖场区主干道等重要部
位的现场监控网络，提升场区封闭式管
理水准, 两年来查处假证件 300 余张。
严把现场关，以消除“人”的不安全行
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为主线，开展
高密度、无死角的现场安全巡查。各级
安环管理人员，无论刮风下雨，坚持每
日深入施工现场查“三违”、找隐患，让
安环风险发现处置在萌芽状态。两年
来，累计查处各类安环隐患 642 起，“三
违”207 起 198 人次，违章处罚十五万
余元。 汪红先

金冠铜业分公司

奥炉项目喜获两荣誉

本报讯 日前，为加强考勤工作和
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已安装“两位一体”系统，并与 5 月 1
日开始试运行。

运行中，该公司要求全体合同制、劳
务制、外协制员工，每个工作班次必须进
行班前安全答题，并按规定打电子考勤，
以此作为工资、绩效等发放的依据。

桂年友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两位一体”系统试运行

本报讯 4 月份，动力厂热电车间
生产蒸汽 10.2 万吨，发电 1470 万千瓦
时,创热电车间投产以来月度生产量历
史新高。今年以来，该车间紧紧围绕年
度生产目标，加强生产运行调度，严格
把控过程管理各环节，合理调整生产运
行参数，保证机组经济稳定运行，为完
成年度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王傅生

动力厂热电车间产量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