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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
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将坚
定不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
平主席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深刻
把握世界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历
史趋势，郑重宣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改
革开放之路的坚强决心，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注入了强劲正能量。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
年砥砺奋进，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辛勤
和汗水，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始终敞
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
献。40年来，中国从濒临“被开除球籍”
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
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
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

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的面貌、中国人
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
年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货物
进出口总额增长198倍，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增长超过147倍，累计吸引外资
超过2万亿美元，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40年改革
开放，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
世界。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
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
发展中国。尽管40年来我们取得了历
史性发展成就，但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仍面临着不
少困难和挑战，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
上美好生活，就必须坚定不移走改革开
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
路。面向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
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中
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
襟、更高质量的增长，在实现自身发展
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作出更大
贡献。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前不久，我
们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吸引了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3600多家企业参展，40多万名境内外采
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再次表明中国支持
自由开放贸易、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
决心不会有任何动摇。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宣示的，“中国将继续深化市场化
改革，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鼓励公平
竞争，主动扩大进口。今后，我们将每
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世界进
一步敞开中国市场。”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促进共
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将继续致力于

与各国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
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在世界银行最新

《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较前一年
上升32位，成为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
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
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
力之源，中国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条
件。

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下决心将
减贫进行到底，到2020年彻底消除现行
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这个目标一定会实
现。”40年来，中国正是以这样的决心和
信心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让世界刮目
相看的奇迹。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
开放不断推向深入，我们就不仅能赢得
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也一定能够同世
界各国人民一道争取人类更美好的明
天。

人民日报

——论习近平主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

本报讯 日前，集团公司组织的冬
瓜山矿床续建工程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会在冬瓜山铜矿召开。会上，冬瓜山矿
床60线以北续建工程通过安全设施竣
工验收,标志着这项续建工程正式投入
生产运行。

冬瓜山矿床赋存于标高负690至
负1106米，分为60线以北和以南矿
段。自2004年冬瓜山工程投产以来，
矿山一直在60线以南矿段进行开采，
到2011年铜料年产量已达到34000
吨。随着矿山产量的逐年递增，南部资
源消失较快，矿山维持每日10000吨
的生产能力难度越来越大。集团公司
和冬瓜山铜矿已充分意识这一实际问
题，因此开拓60线以北矿段工程形成
接替能力势在必行。2011年4月份，
60线以北开采续建工程动工。期间,

这项续建工程经过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经过长达8年
的共同努力,完成了胶带斜井、盲混合
井、盲回风井、辅助斜坡道工程；开拓负
790米充填、负820米无轨凿岩、负850
米辅助凿岩中段、负875米与负930米
采矿中段，负1000米有轨运输中段；
溜破系统、水泵房中央变电所及一个主
维修硐室、探矿工程、治水工程、矿山安
全避险“六大系统”以及采矿设备、坑内
机电设备及安装等，基建总工程量44.5
万立方米，并于2016年7月1日62线
单系统试生产，今年元月全面投入试生
产。

冬瓜山铜矿60线以北续建工程基
本建成，并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正
式投入生产运行,将为矿山稳定持续生
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罗建华

冬瓜山铜矿60线以北续建工程通过验收正式投产

本报讯 截至12月初，铜冠建安公
司电控设备厂实现生产总产值3000万元，
同比增长50%,实现同期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以来，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
细化了内部经济责任制内容，同时不
断探索分配的新模式，在完善工时考
核的基础上，加大了项目承包及计件
制考核力度，多干多得、能干多得，调
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建立全新销售承包考核办法，鼓
励营销人员积极走出去，广泛收集市
场工程信息，着力加强前期沟通工作，
多接订单，接优质订单，对所有销售人
员实行月度动态绩效考核，做到人人
肩上有压力。

生产、制作、销售，每一个环节注

重衔接。为做好这三条线的衔接，这
个厂强化了三方管理，细分了责任落
实。为了明确各自的工作责任划分，
能与铜冠建安公司对口管理部门衔
接，成立了7个专业部门，明确责任，对
内对外各司其职，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在实现ISO9000质量体系的基础
上，下半年这个厂按照3C认证体系的
要求，扎实做好了内部的成本控制和
质量管理，千方百计降低了产品制造
成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历时1个多
月时间完成了JXF低压配电箱的资质
申办，在10月份，还一次性通过国家级
工厂审核，使得这个厂的电控设备资
质全面升级，为下一步拓展市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江 君 张 维

铜冠建安电控设备厂实现生产总产值3000万元

本报讯 今年来，张家港联合铜业
公司多方位多渠道向员工开展征集“金
点子”活动，491名员工在技术进步、改
革创新和提升管理等方面献计献策，参
与人数占员工总数72%以上，合理化建
议条数占员工总数95%以上，67人次
获合理化建议奖。

这个公司将合理化建议日常工作
与重点活动相结合，在做好全年发动和

收集的同时，重点组织开展好“合理化
建议月”活动。注重在一线员工中开展
合理化建议活动，重点引导基层班组员
工立足本岗位，开动脑筋，多为公司提
合理化建议。在抓合理化建议数量的
同时重点抓好质量，要求公司技术和管
理人员每人至少提1条合理化建议，尤
其是生产和技术岗位上的人员，倡导多
提新颖、可操作、可实施、经济效益可观

的合理化建议，提高合理化建议采纳和
实施率，同时重点对获得一二三等奖的
合理化建议进行跟踪、监督落实情况，
并纳入先进集体的考核指标之中。

今年合理化建议月活动中，共征集
合理化建议646条，被采纳362条，采
纳率达62%，35条合理化建议分别获
得一二三等奖。

夏富青 陈金龙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开发员工“脑黄金”助企业发展

连续31年奋战在矿山井下最艰
苦的作业环境中，用自己辛勤的汗水
创下了骄人的业绩，用自己朴实无华
行动，努力践行着一名党员的铮铮誓
言，让党徽在幽深的巷道里闪耀出璀
璨光芒，他就是铜山铜矿分公司采矿
区出矿班班长缪锡灵。

自参加工作以来，缪锡灵就一直
扎根在百米井下从事艰苦的打眼和
出矿工作，粉尘、噪声是家常便饭，顶

板、帮壁也会随着地壳运动而带来危
及自身的安全隐患。作为班长的缪
锡灵深感责任重大，他把安全生产当
作天字号大事来抓，将安全落实到工
作现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
做到，每天进入工作面，不管任务多
么重，时间多么紧，他都第一时间对
现场环境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进
行作业，同时做好当班铲运机、电机
车等设备开车前的安全检查和维护
保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不好
的马上找维修工来处理，不让设备带
着问题作业。工作中，他敢于较真，
严抓“三违”行为，不仅自己杜绝“三

违”，还带领身边的工友杜绝“三违”，
并将安全操作规程和自己多年摸索
出的实践经验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给
班组员工。

是党员就要做好表率。在矿山生
产中，哪里最累、最难、最危险，哪里
就能看到缪锡灵的身影，井下负658
米中段重点安全隐患整改水闸门掘
砌安装工程中，他连续20多天没有休
息，奋战在水闸门掘砌安装工程作业
现场，确保了水闸门基础及门框150
余立方米浇灰任务和闸门安装任务
的顺利完成。4月份，他又主动请战
带领全班人员承担了负658米中段运

输道水沟浇灰工程，运石料、拌灰、支
模板，他样样冲锋在前，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带领了全班人员在确保安全
和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提前3天时间
完成了浇灰工程，为生产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7月，在负613米中段西8号
采场出矿过程中，由于采场的顶板岩
石状况差、温度高、灰尘大、大块多二
次破碎频繁，出矿难度较大。缪锡灵
不惧困难，带领全班人员取得了出运
矿9250吨的好成绩，超额完成了当月
计划任务。

作为班组的领头人，缪锡灵在
面对严峻的成本压力时，始终坚持
从小处着手，从勤俭节约中“挤”效
益，对平时经常使用的棉纱布、黄
油、锯条、焊条、螺丝等，他都随时回
收，并引导员工用多少领多少，以避
免浪费，班组年节约生产成本就达7
万余元。

张 霞 王良生

——记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缪锡灵

做好自己 带动大家

12 月 3 日，金
隆铜业公司精炼车
间大会议室内，一
场别开生面的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
活动正在展开。大
屏幕的视频里呈现
出一幕幕交通意外
事故场景。在座的
员工时不时发出一
声惊叹和惋惜：“早
干什么去了？”“不
该这样发生的啊，
应该可以避免的。”

“太可惜了，我上次
也 碰 到 了 这 样 的
事”……大家一边
感叹，一边在想着，
这些交通事故虽然
都没有发生在在座
的员工身上，可是
感觉这些场景离大
家很近，有时就会
在我们身边出现。
此时在大家心里对
视频里的每个镜头
都充满震撼，觉得
面对交通安全，每
一个职工都不能漠
视，不可以掉以轻
心。这是金隆铜业
公司精炼车间根据

当前驾车上下班职工较多的现
实，为增强员工交通安全意识和
安全观念，提高自我防护能力，特
地组织的向全车间职工进行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培训。

这次交通安全教育培训采用
视频和PPT格式文件图片等直观
的方式进行宣讲，要求在座员工
认真领会小汽车、电动车、摩托车
在行驶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
厂区内外道路交叉通行状况、工
作区行走环境和注意事项，同时
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交通事故发
生的原因以及预防措施，提醒员
工时刻注意交通安全和自身工作
安全，告别陋习崇尚规矩。

刘 胜

冶
炼
厂
里
的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11 月 29 日上午，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公
司 党 支 部 正 在 会 议
室，就党纪等内容开
展集中学习（如图）。
今年以来，这个公司
每周都会利用会议间
隙时间，集中组织各
种形式的学习，强化
了学习氛围，也提升
了职工综合素养。
江 君 家 龙 摄

本报讯 近日，矿产资源中心编制
的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凤凰山铜矿、
天马山矿业、铜山铜矿、庐江矿业等六家
矿山的资源税减免备案说明通过省自然
资源厅专家组评审。经过测算，2016年
至2018年5月期间，累计可减免资源税
款共5605万元，有力推动了矿山资源税
减免工作，减轻了企业负担。

据悉，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财税〔2016〕53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6〕54号）文件精神，
冬瓜山铜矿等集团公司所属六个矿山
符合在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开采
矿产资源的规定，可以享受“三下”压
覆矿产资源税减征50%的优惠政策。

萨百灵 李 浩

六矿山资源税减免备案说明通过评审

金冠铜业分公司选矿车间重点对半自磨机、球磨机等重大设备进行定期的检
查维护保养（如图），同时，加强设备TPM及现场5S管理工作，通过对设备设施的
清洁保养，提高设备运转效率。 刘长青 摄

12月3日，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正在精轧生产作业。金威铜业公司今年坚持走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路线，努力开拓附加
值高的优势产品和高端产品市场，生产实现稳定增长。1至10月份，这个公司生产各类铜板带产品39309吨，销售铜板带
39666吨，同比分别增长12.19%和14.78%，实现产销平衡。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