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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7 月 6
日 14 时许，伴随着瓢泼大雨，冬瓜山
铜矿 49 名党员一阵阵铿锵有力的入
党宣誓声冲破风雨，在金寨革命烈士
塔广场上空久久回荡……

7 月 6 日当天，该矿党委组织 49
名新老党员赴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金寨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传承
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活动。当大
家驱车到达革命烈士陵园时，天降大
雨，49 名党员没有多虑，主动列队，在

鲜红的党旗引领下，冒雨攀登了 100 多
级台阶来到金寨革命烈士纪念塔下。

革命烈士塔四周苍松翠柏，绿树成
荫，庄严肃穆。顿时，在烈士塔前 49 名
党员肃然起敬，他们向烈士敬献花篮、鞠
躬致敬。大雨，仍然倾盆而下，党旗，在雨
中显得格外鲜红。在雨中，49 名党员被
雨水从头淋到脚，尽管衣服淋湿透了，却

没有一个人主动撑伞遮雨。他们集中列
队肃立在高 24 米、刻有刘伯承元帅题
写的“燎原星火”四个烫金大字的革命
烈士纪念塔前，面对鲜艳的党旗，郑重地
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誓词庄严神圣，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发自肺腑。现场的每位党员仿佛重温了那
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感悟到无数英雄

儿女不怕牺牲、血洒疆场的英雄事迹，更加
深深感受到革命先烈们的英勇顽强、前赴
后继的革命精神，切身体会到革命胜利的
来之不易。多次荣获矿生产标兵称号的采
矿工区出矿班班长钱卫国激动地说：“作为
一名老党员，今天在大雨中重温了入党誓
词，不仅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更接
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思想的净化。”

雨越下越大，49 名党员迎着大雨前
行，又先后参观了革命博物馆、红军纪念
堂、洪学智将军纪念碑、红军烈士墓园和
红军广场。 汤 菁 徐志勇

雨中党旗红

本报讯 7 月 12 日下午，集团公
司领导班子 “讲忠诚、严纪律、立政
德” 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在
五松山宾馆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杨军、龚华东、陈明勇、李文、胡新付、
蒋培进、丁士启、汪农生出席会议并作
对照检查，开展了相互批评。省国资委
党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监事会主席刘
力，省国资委党委第四督导组副组长、
人事教育处处长高镇桥，省国资委党
委第四督导组成员、省国有产权交易
监督管理办公室调研员周慕平，省国
资委党委第四督导组成员、第十监事
会办事处主任科员张积慧到会督导。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主持会议。

杨军代表集团公司领导班子作对
照检查。班子成员对照检查，开展了相
互批评及回应表态发言。

会前，集团公司党委做好充分准
备，包括认真抓好学习研讨、广泛听取
意见、加快落实年初民主生活会以来
整改方案、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开
展谈心谈话等。

刘力代表督导组对集团公司领导
班子“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专题
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了点评，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和今后工作努力方向。

杨军对督导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对
督导组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表示感谢。他
指出，大家的发言都能围绕此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的主题，聚焦绝对忠诚、初心
使命、纪律规矩、作风建设、清正文化、
政德操守，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正视问
题，在深刻剖析自己进行自我批评的同
时，对公司领导班子和其他成员实事求
是地提出了批评与意见建议，达到了照
镜正容、洗澡除尘、醒脑治病的效果，再
一次用触及灵魂的党性教育和从严治
党的生动实践，推动形成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净化优化政
治生态的新常态，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推动集团公司改
革发展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杨军对领导班子成员强调了四点
要求：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二要对党绝
对忠诚，永葆政治本色，三要坚持真抓
实干，四要严格廉洁自律，纠正“四风”
永不止步。

集团公司纪委、办公室、组织宣传
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夏富青

集团公司召开“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
专题警示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铜冠建安装饰公司在承建的集团公司餐厅项目中，先行工程策划，编制施工
方案，组织力量，严格按施工计划向前推进，为充分调动参建职工的积极性，开展
了以“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为内容的劳动竞赛。目前，他们克服困难，战高温，全
力大干。图为现场施工的场景。 汪锡铜 摄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集团公司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年
度方针目标，自加压力，主动作为，奋
力改革新发展，全力提质增效益，企业
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都迈上
了新台阶。业已开始的下半年，集团公
司正在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
决策部署以及年初集团公司九届二次
职代会、党委扩大会议的总体安排，加
快改革创新，提高质量效益，全面完成
2018 年各项任务，奋力开创集团公司
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
工作新局面，目标明确，任务确定，关
键就在落实践行。

落实践行，绝非仅仅靠集团公司层
面的推进与督促，更多的更有效的是各
单位自我加压，自我鞭策。下一步，各单
位依然会一如既往贯彻落实，分解任务
与目标，总结半年工作进展，部署下半
年的工作。上半年工作成效如何？各项
重点领域进展怎样？下半年工作如何推
进？存在的短板如何补齐？这些问题都
可以在集团公司年中报告中得到很好
的解决。集团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
除却最常规的归纳总结、举旗定向之
外，更具有吹响号角的精神鼓舞作用，
让一切的一切都能回归到责任落实、履
职担当之上，在事业推进中求突破、在

狠抓实效上不松懈。
然而，每年贯彻年中会议中，都会有

极个别单位张口闭口都是 “成效显著”
“业绩突出”，至于取得哪些成效、哪些业
绩，并不能说清楚，对于下半年工作部署
与安排，也是以“贯彻”集团公司会议精
神为主，结合自身创新实践和自我加压的
责任感，并不明显。

但凡出现上述问题，不外乎是形式
主义作祟，总觉得年中不开个会、不从形
式上贯彻一下集团公司会议精神就心里
不踏实，却并未考虑一年里的中途总结
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有的年中会议内
容看似面面俱到，但却缺乏针对性。

本次集团公司年中工作会议精神鲜
明指出下半年我们工作要注意克服与防
患于未然之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
较多、集团公司内部的安全环保压力仍
然较大、集团内的改革创新力度仍需加
大、基层党建薄弱现象仍然存在。让年中
工作会议的精神得以真正落实，就必须
正视问题所在，扑下身子去践行，去攻坚
克难。

业已开始的下半年，无论是提质增
效，全力确保企业稳健经营，还是深化改
革，全力激发内部生机活力，抑或创新驱
动，全力提升核心竞争能力，还是狠抓项
目建设，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只有
突出实干、实践、实效，年中工作会议的
精神才能真正得以贯彻，年中工作会议
的任务才能真正得以完成，才能更好地
为下一步工作打桩筑基、注入活力，实现
再发展、新突破。

贯彻年中工作会议精神要注重实效强化践行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笔者从铜陵市人民政府
网站获悉，6月 13日至 14 日，金威铜
业公司实施的“电子分立器件用高精
度异型铜带研发” 重大科技专项，顺
利通过安徽省科技厅验收。该专项开
发出的电子分立器件用高精度异型铜
带材料，满足了电子行业对异型引线
框架材技术要求。

该公司年产 6 万吨高精度铜板
带项目是国内第一家超 5 万吨规模
的铜板带项目，产品带宽、带长均创国
内第一。该公司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
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根本动力，科
技创新成果显著，先后承担国家及省
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6 项、集团公司
科技攻关课题十数项，获得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 3 项、市级奖励 2 项，申请

并获得国家技术专利 8项。该公司加强
与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进行合作，广泛
开展科技攻关活动，不断提升企业自主
科技创新能力。与中南大学合作承担的
省重大科技项目《高精度铜及铜合金板
带生产工艺关键技术研究》 获 2010 年
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11 年铜陵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重大科技项目《高
端电子铜带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开
发》 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2013 年科技
进步二等奖、2014 年安徽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企业独立实施的市科技攻关项目
《二十辊轧机 AGC 系统设计与改造》，
2013 年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与铜陵三
佳公司合作承担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用
铜基框架材料及框架成型工艺研究》安
徽省重大科技项目，2016 年完成项目验

收； 2017 年与东北大学等多家高校合
作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工业
大数据的铝 /铜板带材智能化工艺控制
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部批复，目前已
进入项目实施阶段。

该公司还以技改项目为依托，推进
产品结构调整，不断提升产品档次。几年
来陆续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森德威二十
辊精轧机，进口了用于电子铜带连续退
火的 WSP 气垫炉，650 毫米宽锡磷青
铜、锌白铜水平连铸生产线，引线框架材
无芯熔炼炉和半连续铸造机，这些设备
的引进为电子铜带的生产创造了条件。
同时，成功地对无氧铜全连续铸造机进
行了改造，公司铸锭产量和质量均有了
巨大的提升，不但满足了自身需求，同时
还实现了铸锭的对外销售。对步进炉、铣

面机、粗轧机、黄铜铸机等设备进行的改
造，大大降低了设备故障率，提高了设备
运行的稳定性。目前，公司 6 万吨高精
度铜板带生产系统技改工程已经圆满完
成。伴随着技改工程的推进，公司产品结
构不断优化，由原来只生产紫、黄铜系列
产品发展成为现在以紫铜、黄铜、铜合金
板带材为主的多系列的均衡配比的结
构，市场适应能力、竞争力得到显著增
强。公司先后开发出超宽变压器铜带，射
频电缆带、光伏铜带、电子接插件铜带、
高端汽车端子用铜带，C1921、C1940、
C7025 引线框架材铜带，锡磷青铜带、
锌白铜带、异形铜带等十余个系列的板
带材产品，不断满足市场的需要。

在科技创新工作的推动下，金威铜
业公司产品产量逐年攀升，产品实物质
量持续提升，得到了市场的广泛好评，目
前产品已远销往日本、新加坡、越南、印
度及中东、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

方咸达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科技创新带动产品升级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金隆铜业
公司一方面眼光向外，依靠市场抢抓
发展机遇；一方面强化内功，通过企业
内部科学安排和管理，防范风险，优化
流程，提质增效，上半年生产经营取得
了可喜成绩。截至到 6 月底，该公司
各项主要产品产量全部完成年初制定
的计划任务，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目标。其中阴极铜、硫酸产量分别
完成计划的 50.2%和 54.8%，黄金和
精矿处理量分别完成计划的 50.2%和
53.3%，利润目标超额完成。

今年对金隆铜业公司而言，是极
为特殊的一年。首先是和稀贵金属分
公司的整合。两个之前生产模式、作风
理念、企业文化完全不同的单位合二
为一，不可避免存在着适应磨合期；其
次，由于受到长江沿线的大趋势影响，
生产环保压力空前加大。该公司针对
企业实际，变压力为动力，以“新金隆
新目标”统揽全局为引领，采取多种
措施，促进两厂融合，保持队伍稳定，
使职工凝心聚力，团结拼搏，始终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环境保护方面，
一直以国企当担精神坚持社会效益，
坚守环保红线，在确保废水废气等污
染物达标排放的界限内稳定生产，提
升产出量。

在抓好队伍稳定和环保达标的前
提下，该公司积极关注铜、酸、金、银等
市场行情变化，利用商务优势提前介
入各种初终端产品市场，在瞬息万变
的市场中创造机会，抢抓机遇，争取效
益。在进口铜精矿运输主通道受阻萎
缩的艰难环境下，主动出击，寻找铜精
矿转驳的合适港口，顺利实现国外到
港铜精矿无障碍转驳运输，确保了生

产冶炼系统免受原料供应影响。与此同
时，由于上半年国内硫酸市场严重饱和，
导致酸价暴跌，销售无门。在硫酸库存急
升面临胀库的紧急情况下，该公司改变
经营思路，避开国内，发展外向经济，成
功和印度签订了数量高达 5 万吨的硫
酸出口合同，解决了硫酸销售难题，提振
了国内硫酸市场，取得了不菲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关键的生产方面，该公司融合两厂
资源，合理安排调度，科学计划统筹，着
力加强生产流程的顺畅、生产过程的控
制。电解铜生产方面，日常工作中着重加
强熔炼、精炼和硫酸三大系统的生产协
调工作，努力保持高负荷稳定均衡生产，
实现稳定高效生产。熔炼系统以闪速炉
为中心组织生产，在坚持高冰铜品位和
高装入量作业的同时，严格控制闪速炉
的热平衡，合理搭配入炉物料的铜硫比
例，努力延长闪速炉作业周期，实现闪速
炉利用率最大化。转炉注重调控生产周
期，加大入炉物料处理。阳极炉以提高阳
极板产量质量为目标，降低出铜时间，
提高出铜速度和阳极板合格率。贵金
属冶炼方面，加强对核心设备卡尔多
炉的炉况控制，精准投料，规范操作，
紧扣产量任务和重要工艺技术指标，
强化生产过程管控，实现高产稳产。渣
选矿系统持续改进转炉渣与渣包壳混
选作业条件，通过优化工艺参数、调整
搭配比例、改进药剂制度等措施，使转
炉渣混选指标稳定可控，同时开展成
本分析、对标管理，完善两渣生产“无
间隙”转换操作标准，减少精矿、尾矿
品位误差率，通过稳定球磨机产能，提
升技术指标优化控制能力。

章 庆

金隆铜业公司上半年顺利实现双过半

精细管理 抢抓机遇 科学安排

本报讯 7 月 13 日，集团公司在
五松山宾馆隆重召开 2018 年年中工
作会议，总结工作，表彰先进。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李文、
胡新付、蒋培进、丁士启、汪农生，集团
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俊，股份公司高管方
文生、刘道昆、吴和平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在
会上作重要讲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龚华东作题为《加快改革创
新，提高质量效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实现集团公司稳健发展而努力奋
斗》 的工作报告。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陈明勇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及技术
比武合理化建议获奖者的决定》。

今年以来，集团公司生产经营形势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矿山铜料同比增
长 16.74%；电解铜产量同比增长
6.13%；硫酸同比增长 9.19 %；黄金同
比基本持平；铜加工材同比增长
3.51%。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2%；利润
同比增长 78.16%。

下半年，集团公司将狠抓风险防
控、提质增效、深化改革、项目建设、创
新驱动、管党治党六个方面工作，全力
推进集团公司健康发展、稳健经营，激
发企业内部生机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党的建设
水平，全面完成 2018 年各项目标任
务。

当天上午，安徽铜冠（庐江）矿业
公司、铜冠投资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
等六家单位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与
会人员结合工作报告和 6家单位发言，
紧紧围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提质

增效等主题进行
了分组讨论。下
午，集团公司领
导向 2017 年度
铜冠卓越绩效奖
单位、铜冠卓越
绩效提名奖单位
以及 2017 年度
劳动模范进行了
颁奖。

围绕进一步
贯彻落实本次会
议精神，做好下
半年各项重点工
作，杨军提出三
点要求。一是坚
定不移观大势谋
全局，多措并举
严控风险，全力
以赴确保集团公
司行稳致远。杨
军指出，集团公
司外部风险逐渐
增多，内部风险
如影随形，企业
安全环保风险与日俱增，要求我们必须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必须补齐短板、堵
塞漏洞，要提高站位、主动作为，切实做
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众志成城打
好风险防范攻坚战，不断筑牢企业稳健
发展的“压舱石”。

二要坚定不移强创新促改革，聚焦
重点精准施策，全力以赴争当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杨军强调，近年来，集团公司
上下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积
极开展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企业发展

质量不断提高、效率不断提升、动力不
断转化，但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我们
必须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新形
势新变化，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力，强化
自主创新添动力，加快转型升级增实
力，推动国际化发展聚合力，力争在更
多产业、更广领域实现新突破，巩固扩
大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三要坚定不移抓党建强保证，坚
持从严管党治党，全力以赴构筑国企
竞争新优势。杨军要求各级党组织，
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突出讲政

治，牢记搞好国有企业的初心使命，突
出扛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突出抓落实，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提高
执行力。

监事会监事、专家委成员、集团公司
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集团公司
和股份公司机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集团公司 2017 年度劳动模范参加当
天下午会议，外派参股企业中层管理人
员、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机关中层管理
人员及财务委派负责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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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 2018 年年中工作会议隆重召开
加快改革创新 提高质量效益

年中工作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