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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9 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来到天
马山矿业公司，参加该公司党委领导
班子开展的“讲忠诚、严纪律、立政
德”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上，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负责
人通报该公司 2017 年度党员领导干
部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代表领
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各领导班子成员
结合分管工作分别作对照检查，查摆
自身问题，剖析思想根源，逐一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并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
表态。

龚华东指出，这次天马山矿业公司
党委召开的“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
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达到了预
期要求。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认真落实
集团公司党委的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政德”的重要
论述，对照“三严三实”原则，对照党章
党规党纪，以鲁炜案、徽商集团窝案为反

面教材，联系前段时间的督查、巡查、审
计发现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认真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个会议主题明确、准
备充分、程序规范，取得了“照镜正容、
洗澡除尘、醒脑治病”的效果。

龚华东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坚定
不移开展好“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
专题警示教育。领导成员的价值、领导岗
位的价值在于为职工群众解决困难，正
是由于这些难题的存在，我们才更需要
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分析问题、处理

问题的能力，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就是
领导班子的价值所在，就是我们为之奋
斗的事业。

龚华东要求，领导干部要理清思
路、转变观念，真正对职工群众负责。对
于矿山管理模式转型、做优新兴业态、
生产技术及劳务服务升级等重大问题，
要由党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在平
时的工作中则要依据领导班子成员分
管内容各有侧重、相互支持。

萨百灵

龚华东参加天马山矿业公司“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
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4 年 7月底，由铜陵有色设计
研究院设计的杭州富春江冶炼有限公
司年产 10 万吨矿产粗铜搬迁改造和
27 万吨电解铜项目经过生产运行和
性能测试，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设计
值，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部
级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和“安徽省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等殊荣。

该项目为当时国内一次设计、一
次建设规模最大采用富氧侧吹熔炼主
工艺铜冶炼厂，创造出多个国内技术
领先，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国家低
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工程”和浙
江省级重点技术改造“双千工程”、省
循环经济“991 行动计划”重点项目。

只有厚积 才会薄发

坐落在有着悠久采冶铜历史的中
国古铜都铜陵的铜陵有色设计研究
院，其前身是 1956 年 3 月成立的铜
官山矿务局中心试验室。该院拥有冶
金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建筑、市政
专业乙级设计资质以及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专项设计资质；是冶金工程咨
询甲级资信单位，建筑、化工、市政工
程咨询乙级资信单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铜陵有色
设计研究院就已经在省内外承接了大
量有色金属行业工程设计、咨询业务，
先后承揽了德安天宝矿业张十八铅锌
矿采选项目、山东东营方圆电解铜项
目、山东天圆铜板带项目、辽宁盛海化
工多金属回收项目、赤峰金剑铜业奥
斯麦特主工艺年产 12 万吨铜冶炼项
目、巴彦淖尔飞尚铜业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等大中型设计项目。

除此之外，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
也致力于铜陵有色内部的设计咨询工
作，先后完成了张家港联合铜业电解
一期至五期工程，原稀贵金属分公司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九华冶
炼厂铜铅锌冶炼项目，金冠铜业奥炉
改造工程、金剑铜业铜冶炼工艺升级
搬迁改造等大型冶炼项目的设计咨
询。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6 年 11 月
起，历时一年设计、建成并投产“铜陵有
色年产 2 万吨高精度储能电子铜箔（一
期）”铜加工项目。通过这些大型内外部
矿山、冶炼、铜加工项目锤炼和磨砺，铜
陵有色设计研究院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
技术骨干，在行业内悄悄树立了声誉，同
时也满足了国内外市场对锂电箔的需
求，做大做强了铜箔产业，提高了铜陵有
色在国际国内的竞争能力。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和几代铜陵
有色设计院人的努力，在‘团结创新、严
谨求实、诚信服务’的企业精神感召下，
铜陵有色设计院目前设计咨询水平在有
色金属矿山、冶金等方面完成不亚于行
业内其他甲级院。”该院负责人说。

据悉，2008年 8 月，该院与铜陵有
色集团（股份）公司科技管理部、技术中
心实施战略重组，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运作下的主要实体。依托国家级技
术中心，近五年来开展设计咨询项目
500 余项，开展科技攻关项目 100 余
项，取得市级以上科技创新成果 7 项，
获得授权受理专利 10 余件，制定国际
标准 2项、国家标准 14项、行业标准 27
项……技术中心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
新成果的形成，不仅承载着集团公司技
术研发和科技管理成果发展的重任，推
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也为设
计研究院创新设计理念和工艺技术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

“与国内同行业设计院相比，铜陵
有色设计研究院在矿山设计咨询业绩也
非常突出，独立完成了安庆铜矿深部东
马鞍山矿体和马头山矿体开拓设计工
程、安徽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沙溪
铜矿每年 330 万吨采选工程等高难度
大型矿山设计，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
力。”该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一直在苦练内功的铜陵有
色设计研究院，为走出铜陵开拓外部市
场在发力。“杭州富春江项目不仅为铜
陵有色设计研究院获得多项荣誉，更为
走出铜陵开拓外部市场带来自信。”该
院负责人感慨。

厚积薄发的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美
誉度在业内扩展传播，实现了墙内开花
墙外香，为走向外部市场赢得了良好口
碑。 （下转第二版）

为中国有色行业发展贡献智慧

———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奋力开拓外部市场侧记（一）

7 月 6 日，仙人桥矿业公司党总支组织 30 余名党员赴连云港革命纪念馆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如图）。 江 君 周 钧 摄

7 月 10 日上午，安庆铜矿机修厂的党员正在烈日下抓紧抢修选矿直径 45 米
浓密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要有咱们党员的身影！”成为安庆铜矿两级党组织
向全体党员发出的倡议，为此，该矿党员积极响应，在急难险重工作中党员总是干
在前面，被职工群众赞誉为“党员都是好样的！” 杨勤华 摄

铜冠建材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进行砌块下线叉运作业。铜冠建材公司坚持“全员营销”工作理念，今年以来大力开拓外部市
场，不断延伸建材产品销售辐射半径，并将目标放在了省外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果。上半年，除内部市场供货外，共签订砌块销售
合同 20 份，零售客户 40 多个，砂浆销售合同 7 份，订单金额明显增长。 王红平 高 明 摄

本报讯 7 月 10 日,中国电
子材料行业协会电子铜箔材料分
会主办的 2018 电子铜箔行业高
层论坛在青海西宁举行。本次大
会共邀请了国内外 300 多名企
业代表参会，共同探讨电子铜箔
行业发展新思路, 把脉新技术动
向及趋势。

铜冠铜箔公司作为电子铜箔
材料分会理事长单位受邀参加本
次大会，并在会议中作了题为
《浅谈电子铜箔生产中的节能管
理与应用》的报告，重点展示了
铜冠铜箔公司如何作好节能减排
工作。报告受到与会专家和同行
企业的一致好评。

对于铜箔行业在内的高能
耗行业，国家倡导建立政府引
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节
能减排投入机制，突出搞好重
点企业节能减排，推动企业加
大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力度，
提高节能减排管理水平。近年
来，铜冠铜箔公司从“实时监测
设备能耗，优化设备工艺管理”
“有效分析设备能耗，更新选型
节能设备”“配套设备优化改
造，降消耗提升利用率”和“规
范生产用电调度，避峰就谷降
低成本” 四个方面扎实开展节
能工作。去年，该公司节约能源
成 本 1356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44.6%。

何 亮 屠西琴

铜冠铜箔公司受邀参加
2018电子铜箔行业高层论坛

本报讯 近日，按照赞比亚
国家建设委员会 2003 版法案
第 13 条规定，经赞比亚国家建
设委员会批准，铜冠矿建（赞比
亚） 有限公司通过了资质申报
的行政许可审查，获得赞比亚
矿山建设施工两项一级资质，
即矿山建设一级资质和矿山机
械设备安装一级资质，为该公
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
的基础。

该公司自 2006 年首次走出
国门承建赞比亚工程以来，公司
员工舍小家、顾大家，经过十多
年的艰苦创业，创造出非凡的业
绩。 2011 年，该公司负责承建
的赞比亚康克拉工程荣获首次
国家海外优质工程奖，成为中国
有色金属行业和安徽省首家获
此殊荣的企业。2017 年，在赞比
亚当地没有相匹配大型起重设
备的情况下，该公司创新使用双
桅杆吊装法，成功完成 59 米高、
608 吨重的谦比西项目工程主井
大型钢结构型井架吊装任务，实
现非洲历史上的一次创举。该公
司通过深耕细作，进一步拓展了
非洲工程项目圈，实现了扎根非
洲矿建市场的发展目标，公司的
国际市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

曾红林 梁 辉

铜冠矿建公司
获赞比亚两项一级资质

“丫头，事是干不完的，你没日没夜
干完了这个活，那个事就又来了。”1991
年，江爱香所在的建安一处钢筋一班班
长张德军不忍她一个小姑娘整日泡在现
场，为了工作废寝忘食，从而好心“提
醒”。

“50 岁的人啦，在现场爬上爬下
悠着点。”2018 年，有色建安防水防腐
公司党支部书记陈玖生同样不忍她以
知天命的年纪，整日穿梭于奥炉项目
各工程子项施工现场之间，故而暖心
关怀。

从 1991 到 2018，28 年过去了，曾
经的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变成了干练的项
目负责人，而她骨子里的那股执拗劲，那
种对于干事创业的热情，从未衰减。

“事来了，再干就是”

1986 年，江爱香顶父亲职来到有
色，选择工种时，对方见她是一瘦小姑
娘，推荐她干质检员的工作。她拒绝对方
好意，选择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焊工工种，
开始了她艰辛而又火花四射的电焊工生
涯。

“我跟那位大姐说，我要干那个，点
一下，许多火花。感觉很酷。”在做人生
这个重要选择时，江爱香稍显随意，但此
后，她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什么
是真正的“干一行，爱一行。”

初学手艺，不知适时地拿面罩挡住
火花，烫的脖颈、胸前全是水泡。回到家
里，江爱香妈妈看见女儿身上红肿一片，
心疼不已，哭着让她换个工种。

“我不想换，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母亲的担忧没能改变江爱香的职业生
涯，她在电焊这个高强度劳作的行业里
坚持了下来，渐渐地，身上的水泡越来越

少，6 个月后，她就成为操作娴熟的“老
师傅”了。

1991 年，江爱香在建安一处钢筋一
班，随当时的班长在二冶的大修现场施
工。她不惧高，每天站在 30多米高的脚
手架上，娴熟的进行焊接。其他班长开玩
笑：“多几个江爱香这样的，班长就太省
心了。”

到了吃饭的点，同事左喊右喊，江爱
香才从脚手架上下来。吃完饭中午，大伙
可以小憩一会，以便于下午以更好的状
态投入工作。江爱香却不，她三口两口扒
完饭，便又爬上了脚手架。钢筋一班班长
看着不忍心，提醒道：“你可以休息一
下，事是干不完的。”江爱香则满不在
乎：“我先干完这个，别的事来了，我再
去干别的事就是了。”

业主眼里的“免检产品”

从 2016 年 10 月以有色建安防水
防腐公司项目经理的身份负责奥炉防水
防腐工程开始，江爱香的微信运动步数，
每天都在两万以上。

她“泡”在现场，爬钢梯、上屋面，从
污水池到精矿库，从电解车间到净液车
间，每天走上 10公里的路程。防水防腐
公司党支部书记陈玖生感慨，如果不是
长期以来在施工现场的磨练，对一个 50
岁的女同志而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在现场，江爱香常有“惊人”之举。
在奥炉项目电解屋面板顶棚 8700 平米
防腐施工中，难度较大，她果断地采用了
悬空脚手架施工技术方案，难度之大，令
业主和公司领导都捏了一把汗，江爱香
要求现场每个人都要严格执行施工方
案，认真仔细的施工现场安全技术交底
和全过程的安全监管，顺利完成任务。

奥炉项目电解区域 10200 平米防
腐块材铺贴施工时，业主对该项施工的
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几乎令同事们“无
法容忍”。江爱香按照一贯的作风，中午

不休息，晚上回家在进行梳理，编制出科
学合理的施工技术方案、调用施工技术
精湛的施工人员和严格按规定配比调制
出的施工材料进行施工，为此，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工效，但保证了施工质量，业主
给予高度评价。

过去一年，江爱香完成奥炉项目防
水防腐工程施工产值 1200 余万元，同
时实现了安全无事故，质量合格率
100%。江爱香所负责的项目，被经常与
她打交道的金隆、金冠等业主监理誉称
为“免检产品”。

铿锵玫瑰的百转柔情

2017 年的夏天，在那些接近 40 摄
氏度高温的钢筋水泥前，江爱香的脸上
晒出了黑白分明的两种颜色。陈玖生说，
她就是这样，为了工作，从不在意自己的
形象。

“我也爱美呀，我还有耳洞呢，我
还有很多耳环，不过你们从来没看我
戴过。”江爱香笑道，在现场，她是一个
常年穿着工作服，不怕高也不惧晒黑
的工作狂。放假在家里的时候，她会脱
下工装，拖地、洗床单、做饭，偶尔，也
戴一戴她的首饰，换上那些被长期压
于柜底的长裙，变成一副居家温婉的
模样。

6 月中旬，江爱香将远赴内蒙赤峰，
在新的项目里继续她的工作。巧合的是，
她的儿子汪蕾，已经先她一步，被公司派
到项目部。过不了多久，儿子的女朋友也
将因工作关系前往赤峰。“到时候，在外
地也能享天伦之乐了。” 陈玖生说道。
“那不重要，我们都是去干事的。”江爱
香笑着反驳。

今年，江爱香到了可以选择退休的
年纪。防水防腐公司领导们请她留了下
来。“其实我是个‘软耳根’”江爱香解
释，本想着已经在基层奋斗了大半辈子
了，如今年纪也到了，能退就退了吧，内
蒙赤峰、厄瓜多尔，那些离家远的地方也
不想跑了。但只要领导提醒她是一名党
员，或者叫她一声老大姐，她立马就乖乖
缴械。“总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共产党
员嘛，就得指哪打哪。”她说。

本报记者 陈 潇

一个干事有瘾的人
———记集团公司优秀岗位能手江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