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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1 日下午，集团
公司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议，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讲政德”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集
团公司在家的党委委员杨军、龚华
东、陈明勇、徐五七、胡新付、丁士
启、蒋培进，股份公司高管刘道昆、
吴和平，专家委成员及机关各部门
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
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强调了“加
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
导，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保障作用”。会上宣读了中
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广泛开展向
曾翙翔、刘扬彧同志学习的通知》。
针对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的总体架构、历次修订情况
及本次修改部分，与会人员认真学
习。

杨军在会上传达了全国及我省
组织工作会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组织、宣传
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政德的
重要论述精神指引下，集团公司党
委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个人和工作实
际展开研讨，深入交流了学习体会。

杨军在研讨时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要求领导
干部讲政德，强调“立政德”就是要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是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提出的
最新要求，传递出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坚定决心，是全体共产党员为人
处事、干事创业的最根本遵循。政
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体现
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道德
品质和思想作风，是立身之本、干事
之基。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领导干
部，必须把政德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始终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杨军强调，明大德是要不忘初心
葆本色。对共产党员而言，大德就是
要牢铸理想信念，锤炼坚强的党性，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
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
场坚定，能够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
色。如何明大德，就是要铸就忠诚品

格，筑牢信仰高地，强化理论武装。
守 公 德 是 要 牢 记 使 命 勇 担

当 。 要 强 化 宗 旨 意 识 ，全 心 全 意
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
为 民 的 理 念 ，自 觉 践 行 人 民 对 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

严私德是要廉洁自律做表率。
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
贪戒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
的权力用来造福人民。要严以修
身，把修身作为一堂必修课。加强
道德修养，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和党的革命文化，追求高尚情操，远
离低级趣味，牢筑立身之本，不断提
升道德境界。要加强家风建设，严
于律己，严以用权。

萨百灵

集团公司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本报讯 “庐江矿业空气源动力
电机出现故障，现有维修人员无法解
决，时间紧急，请事业部帮助协调处
理！”日前，工程技术分公司事业一部
总经理代强生的手机里传来事业部所
辖百里外庐江矿业项目部吴经理焦急
的声音。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代经理
立即带领专业人员驱车赶往庐江，经
现场检修人员检查判断，确定为动力
电机传动系统故障，需要更换备件。

“这么迅速就找到了故障点，专业呀！”
看到这个公司检修人员精湛的维修技
术和优质的服务，业主单位赞不绝口，
又将生活水联通管改造项目委托事业
一部实施。维修人员仔细查看现场，
确定施工方案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
回铜陵，着手准备两项施工项目的相
关备件。

当天下午，事业部又接到金隆铜
业公司硫酸一系统进口浓酸泵故障
的通知。此项目为专业项目部承接
的月修项目，为不影响业主单位生
产，事业部立即安排专业项目部相关
人员提前实施此项检修任务。施工
人员经过检查发现旧泵支管腐烂，更
换备用泵后仍不上量。此时已经17
时多，考虑到不影响业主单位的正常
生产以及现场维修人员已连续室外
作业近7个小时，事务一部立刻又安
排所辖的专业项目部、金隆项目部其
他检修人员一起对之前换下的旧泵
进行抢修。经双方技术人员通力合
作，终于在24时30分将旧泵组装并
安装到位，待生产恢复正常时，已经
是凌晨1时多。

次日清晨，金隆项目部派出的检

修人员又赶赴庐江矿业进行施工，
11时，收到从现场传来两项施工项
目已经完工的捷报。“接连两地两项
检修项目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完成，
以事业部为经营实体的创新管理机
制带来的成效啊。”代经理不无感慨
地说。

据悉，按照集团公司集中优化维
修资源、人力资源的要求，这个公司今
年9月份，加大管理创新力度，推出设
置“事业部”管理新模式，将这个公司5
个项目部按区域纳入两个事业部集中
统一管理。事业部充分利用内部人力
资源和技术资源优势，联合互动、相互
协调，实现了人财物统一调配、集中管
理，维修服务更加迅速高效，自修产值
也呈不断上升态势。

曹冬梅

工程技术分公司事业部管理新模式初显成效

10月10日上午，位于内蒙古赤峰
的金剑铜业搬迁改造项目电解车间第
一根立柱正式被吊装（如图））。第一个
立柱的正式吊装，标志着集团公司这一
重大工程的地面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半年来，内蒙古金剑行政项目部
经理吴志停和他的团队，从春寒料峭
的3月自江南出发，在遥远的草原深
处，历经盛夏炎热，再到秋风萧瑟，经
历了300多个大小子项目艰辛准备，这
一巨大工程的地面建设，至此顺利启
程。

内蒙古赤峰的金剑铜业搬迁改造
项目，是今年开始的集团公司重点建
设工程。年初，铜冠建安公司便迅速
成立了金剑行政项目部，统一规划建
设这一重点工程各项工作。

吴志停，这位集团公司“优秀共
产党员”“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突
出贡献者，也是集团公司另一个重点
工程奥炉建设行政项目部负责人，再
一次肩负重任。3月11日，20多名建
安公司管理人员和他一道，远离家乡，
千里奔赴遥远的草原深处。

从1.5平方米的“办公室”开
始工作

2016年 3月18日到2018年 3月
18日，整整两年的建设时间，是集团公
司下达给铜冠建安承担的奥炉建设工
期。铜冠建安奥炉行政项目部保质保
量保安全地顺利完工，得到了集团公
司的高度评价，也是此次再担重任的
原因。

2018年4月18日至2020年4月
18日，同样2年，这是集团公司给赤峰
金剑铜业搬迁改造项目下达的建设工
期。赤峰金剑铜业搬迁改造项目相当
于“第二个奥炉”建设量，不同的是，前
者在天时地利与人和占尽的“家门
口”，后者，则处在人生地不熟的千里
之外，一切从“白手起家”开始。

“什么是创业，（所有人）再一次
体会到白手起家的那种点滴的艰
辛。”吴志停介绍，3月份一去，从圈
围墙开始，道路建设，最起码的排水
建设，20万吨电解车间及其净液工序
加上阳极板堆场建设，都要一点一滴
一项一项地去做。主磨浮厂、选矿
厂，浓密池还有精砂脱水系统，仅仅
这一个渣选车间，就有 16个子项要
筹划好。金剑铜业搬迁改造建设的
精矿库和已经建成的金冠铜业公司
精矿库规模一样，长度 300多米，加
上熔炼车间一个10万平方米的地基

强夯，渣缓冷场……一一待建。
理头绪，先定心。3月中旬抵达

赤峰工地的吴志停和他的同事，一
无落脚点，二无办公点。连续几天，
他们蜗居在工地附近处小旅馆里，
一边四处寻找用于居住的民房。同
时买来挡风沙的帐篷，吃住帐篷
里。1.5 平方米的小小的帐篷，就这
样 ，成 为 他 们 临 时 的 特 殊“ 办 公
室”。白天，一个个工程技术人员和
管理者们，挤在小小帐篷里，趴在地
上琢磨图纸，谈论每一个子项建设
的方案。

从3月26日到4月18日期间，这
群来自铜陵有色的建安员工们，自己
动手加班加点搭建起500多平方米的
钢结构办公房，自己动手盖起了卫生
间。从行政项目经理，到党支部书记，
连续20天里，大家撸起袖子，或蹲，或
趴，给自己未来的“窝”，贴磁砖、铺地
砖。

从鼻子流血脚后跟开裂开
始，适应每一天

四五月份的铜陵，春风和煦。然
而，千里之外的赤峰工地，残雪消融，
风沙弥漫。“面对面，看不到人。买的
普通口罩一点用没有，嘴巴、鼻子、耳
朵、眼睛四周，全是沙子。整个脸庞，
到处黑黢黢。后来才知道，当地只有
买一种3M口罩，才管用一些。”项目部
副经理郑飞告诉记者，几天下来，建安
公司派去的员工们，一个个皮肤干裂，
鼻子时不时流血，虎口处丝丝血迹时
不时就渗出来。最难捱的还是走路干
活都要牵涉的脚后跟，开裂呀！那个
疼！

水，根本不能喝的。碱太重，涩
的。在没有自己做饭之前，买的盒饭，
当地口味差别的原因，咸的程度，不是
南方人想到的咸。

没水，没电，风沙侵袭，饭菜难咽，
勉强能克服。特殊地理位置的时差，
则无法逆转。郑飞说，每天4时天光大
亮，起不来的话你也睡不着；20时30
分了天光也还是大亮。困了也不容易
睡的着。逐步地调整到今天，才算慢
慢适应点。不过，如今每天12个小时
甚至14个小时，都在现场工地，过得也
快。

用于办公发电的发电机，要在当
地租用；用于吃喝的水，要购置水车；
为了节省点滴开支，行政项目部党支
部书记程彬将自家的汽车开到1500公
里外的赤峰工地，用于工作用车。而
任何一位有空闲的人，都是临时的义
务司机。

如今，铜冠建安金剑搬迁改造项
目行政项目部也租住上了正规的住

房。“虽然 9 个人
睡一间，比睡 1.5
平方米的小帐篷
好多了。虽然业
主方一人住一间，
他们最差的也是
2 人一间。省点
成本，大家都能理
解的。就是晒衣
服的地方没有。
好在这边干燥，
不晒，靠蒸发，也
能干。”郑飞说，
半年来，金剑行
政项目部，党建
活动开展同样有
声有色，义务奉
献蔚然成风，企
业文化建设得到
了当地其他建设
单位的多次学习
观摩。有了精气
神，慢慢也适应
了，有集团公司的
关心，有建安公司
的支持，后面的工
作会越来越顺。
眼 下 就 从 完 成
131 根预制柱和
272 根连系梁的
吊装工作开始，用
两个月的工期，为
后续工程建设提
供有利条件。
江 君 李海波/文

程彬/图

——铜冠建安金剑行政项目部工作记

草原深处建新功

本报讯 10 月 9 日上午，合
肥滨湖科学城（合肥滨湖新区）
成立暨安徽省大院大所合作科
技 成 果 对 接 会 在 合 肥 隆 重 举
行。这次科技成果对接会共有
清华大学等 56所高校，中国电科
集团等 82 家科研院所携带 400
多项最新科技成果，省内 400 多
家企业携带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需求参加对接。值得一提的是，
铜冠铜箔公司受邀上台签约。

在本次对接会上，铜冠铜箔
公司与中南大学进行合作对接，
研究的课题是电子铜箔电沉积
机理及添加剂选型研究。研究
探索电子铜箔电沉积机理，是开
展工艺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
为高性能电子铜箔新产品、新工
艺和新技术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对实现电子铜箔制造技术跨越
式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何 亮 吴 斌

铜冠铜箔公司
受邀参加对接会

铜冠黄铜公司直拉班机组职工日前正在进行大棒生产作业。铜冠黄铜公司直拉班机组经历公司改革后生产热情和产品品质均有
显著上升，并创造了单班生产16吨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机组正在生产的这款长3米、直径35毫米的大棒产品，产品笔直度和表面光亮
度非常高，是一家外企经小批量采购使用满意后，于国庆期间正式下的50吨批量订单，这也是该公司赢得的单项产品较大的一个订
单。 王红平 汪 勇 摄

本报讯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
在完善环保管理体系、重新修订
了环保管理制度的同时，投入
300 多万元用于环保治理，着力
打造环境优美、效益优良的化工
企业。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累计投
入 300 余万元用于提升环保治
理。同时在工艺技术水平、设备
设施、自动化操作等方面进行深
入研究，提出更高、更严的目标，
邀请相关方面专家进行现场诊
断。同时，对热化喷淋系统进行
提升改造，新增一套先进的动力
波喷淋洗涤塔，目前已经投入运
行，进一步提升热化治污能力，
减少污染物排放。

这个公司还对生产系统进行
梳理，杜绝跑冒滴漏等现象发
生，对热化罐、提渣机等进行密
封，消除无组织气体溢散。对渣
库固体废物的管理，做到分类堆
放，并进行覆盖，及时对固废进
行销售，确保储存量符合要求，
地面重新浇筑了混凝土，地表铺
设了钢板，对渣库墙体采取了密
封措施。为了降低转炉无组织烟
气外泄，这个公司对转炉整体采
取了密封，经集气罩收集，通过
脱硫除尘后达标排放。对渣库地
面进行修复，重新浇筑地坪，并
对车间进行密封。

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组织演练，确保遇到突发
环境事件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得
到控制。开展环保隐患排查工
作，针对查出的环境隐患，立即
进行整改销案，确保环保设备设
施正常运行。 夏富青 方 珍

铜冠投资神虹公司
环保治理成效明显

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团委在
五松山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三季度
共青团工作交流会。会上，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团十八大各项部署要求。
集团公司团委负责人及各直属团组
织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以共青团安徽省委编制的
《安徽共青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切实
抓好团的十八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工作学习读本》为大纲，深入细致地

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精神，
传达了团安徽省委党组书记、书记孔
涛在团安徽省委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精神，宣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七届
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就《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章程》修改前后的内容作了详
细对照学习。

围绕基层团组织换届、基层团组

织建设提升、团铜陵市委第十三次团
代会代表选举等六项重点工作，集团
公司团委进行详细部署安排。会上，
各基层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分享交流经
验心得，传达青年员工心声，积极对集
团公司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会上，集团公司团委向参会单位
团组织负责人发放了《平易近人·习近
平的语言力量》书籍，并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开展主题读书交流活动。与会
人员认真阅读，细心品味“习式语言”
的魅力与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萨百灵

集团公司团委召开三季度共青团工作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