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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绿色发展。2019年，集
团公司全面启动节电增效专项活动。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引着集团公
司的前行方向，今后及未来，节电增效
将成为集团公司实现提质增效的有力
举措。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士
启清楚点明了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考
量，“集团公司发展到现在，在有色行
业，特别是以铜、铅锌、冶炼加工为主的
产业中，金属材料生产用电能耗较大，
2017年用电量30多亿千瓦时，2018年
达到33亿千瓦时，2019年这个数字预
计将达39.8亿千瓦时，这已成为我们
的主要生产成本之一。为了内部挖潜，
苦练内功，保证企业高效运营，实现高
质量发展，我们抓节电这项重点来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这将对集团公司整个
效益提升起到非常好的支撑作用。”

对于此次节电增效专项活动将创
造出的效益及效率空间，丁士启满怀信
心，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保一争三”，即
确保集团公司总用电量在2018年同口
径基础上下降1%，争取下降3%。

目前，对现有用能情况的评估已经
大范围展开，根据要求，今年须完成用
电1亿千瓦时以上的企业评估，明年的
评估范围将延伸到用电5000万千瓦时
以上的企业，用能质量、空间、效率，是
否存在用能污染都将列入评估范围。
同时，节能技改项目将大规模实施，在
此过程中，战略发展部、生产机动部会
对所有节能项目实行绿色通道。丁士
启说，“各单位高度重视，当前，包括年
用电量在5000万千瓦时以上的用电大
户在内，共有23家单位参与了活动。
他们采取个性化措施，如破碎机改造、
变压器调整及峰谷电设定，方案非常详
实。加上从去年集团公司利率调整和
无功补偿所达成的电力更平均、效能更
好的结果来看，今年的奖励金额可能超

过去年电力局奖励的1700多万元。达
成预定目标是非常有希望的。”

节电增效专项活动亮点频现，“正
向激励”“科技支撑”被突出标示。

依据活动方案，考核期节约电费占
总用电成本比例在1%以内的，奖励系
数为10%；考核期节约电费占总用电
成本比例在1%-3%的，奖励系数为
30%；考核期节约电费占总用电成本比
例在3%-5%的，奖励系数为40%；考
核期节约电费占总用电成本比例在
5%以上的，奖励系数为50%。“今年的
奖励力度是集团公司有史以来最大
的。所有奖励金额将全部回馈给员工，
并不占用原先的工资总额。其中的
65%将奖励给生产一线车间、班组工作
人员，其余35%主要用于开展活动的
关键部门和重要人员的奖励。员工考
核奖励将在每季度兑现50%，剩余将
在年底进行总兑现。”丁士启说，“我们
希望以此降低资源消耗，增加员工收
入，真正实现铜陵有色的企业愿景——
人企共同发展。”

科技支撑着节能增效工作的开展，
丁士启强调，“管理是基础，科技是工
具，没有科技手段去实施，很难实现高
效节能。科技将成为我们节能的主要
工具。”从前期的梳理，到后期的实施与
运行，包括节能补偿措施、节电检测、项
目改造、电力调整，处处可见科技的力
量的介入与牵引。

活动虽有始且有终，但其中所赋予
的意义则是长远的，丁士启说，“这次实
行节能增效为集团公司降低成本、高质
量发展打下非常好的长效基础，活动可
能有时间间隔，但是留下的影响非常深
远。一是影响着员工的节能意识，随手
关灯、拒绝常流水和高峰用电的使用意
识得到长期影响；二是技改项目的运行
也会持续为未来的生产经营创造效益，
为长期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电表
慢了、走的少了，我们的支出就少了，只
要用少的消费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实
现发展，就是很好的高质量发展，这是
真正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萨百灵

丁士启谈节电增效专项活动：
这是真正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你作为年轻的书
记，要敢于大胆抓，管
理要硬起来。”

“你分管安全，要
严格要求，但工作的方
式方法较为简单，管理
生硬，脾气还大，你这
种 工 作 方 式 必 须 要
改。”

“你在工作中缺少
沟通，主动性有所欠
缺，班组协调不够好，
容易引发工作矛盾。”

日前，安庆铜矿工
程党支部活动室里，工
区党员围坐在一起，相
互查找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工区班子成员逐一按照标准
认真对自己的工作、思想、作风、
廉政等方面进行总结回顾，着重
查找不足、深挖存在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整改措施；班子成员相互
间开展了批评，相互提意见、找不
足、讲希望，把平时不好说、不想
说的话在组织生活会上摆到桌子
面上，面对面地说，把相互间的疙
瘩、矛盾化解开来，以更好地促进
工作的开展。

副区长戴声宝已是近三十年
工龄的“老井下”，从事多年安全
管理工作，对井下安全作业、个人
防护十分熟悉，但性格刚直，有时
火气有点大，他自己认为都是为
了工作、为了大家的安全，常常不
顾他人的感受，多次在工作中发
生激烈争执，大家对他这种工作
方式提出批评，要求他改进简单
粗暴的工作方式，对此，戴声宝表
示认真接受，在退休前这短短的
一年时间里，将努力改进工作方
式方法，更好地进行沟通、协调，
要做到管理让人心服口服、干事
让人心悦诚服，切实站好最后一
班岗。

陈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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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集团公司“情系一线员工，喜迎有色七十年”走进铜冠冶化分公司慰问
演出，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台下观众掌声雷鸣、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图为演出现
场。 胡永斌 钱庆国 摄

本报讯 近日，铜冠（庐江）矿业有
限公司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
责任”工作计划》，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加大从源头上预
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强化自身监督，
严肃执纪问责，推进党建工作常态化。

这个公司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
委监督责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制订年度纪检监察计划，把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贯穿在权力行使的各个环
节。高度重视班子建设，党政一把手密
切配合，做好表率，发挥“头雁效应”。明
确责任、细化考核、层层分解，形成监管
合力。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和监督约束工
作，在决策、执行、监督，规范权力行使的
重要环节，实现廉政风险和监管同步防
范。加强组织领导，多措并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地生根，营造“干
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完
善监督体系，强化自身监督，提升管控
执行力。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比价相
关规定、合格供应商管理办法和“阳光工
程”管理办法，严格规范自行物资采购招

投标活动。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密切关
注零星物资采购管理动态，加强对招待
费使用、婚丧嫁娶、酒桌办公、公车私用
等情况的督查。针对薄弱环节及敏感岗
位，实施效能监察、制度与程序执行监察
和履职履责监察。

加强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构筑拒腐防变
堤坝。集中组织1-2次科级管理人
员、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廉洁学习和警示
教育活动，并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利
用“三会一课”、班子学习等形式，结合

“转作风、强执行、重规矩”专项整治活
动，以学习党规党纪、案例教育及警示教
育等为主要内容，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
鸣。健全信访机制，建立完善领导信访
接待日制度，畅通信访渠道。定期开展
科级干部述廉述责和党风廉政建设履职
情况民主测评。建立考核评价机制，明
确细化相关评价与考核程序，按照责、
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严肃查办违规违纪
案件，肃清腐败苗头，消除滋生腐败土
壤，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弘扬风清
气正的良好作风。 陈幸欣 黄从娥

铜冠（庐江）矿业有限公司压实“两个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于矿山工
人来说，“开开心心上班来，平平安安下
班去。”就是最大的幸福。

3月20日7时15分，随着班车的一
声喇叭声打破铜山小镇的宁静，铜山铜
矿分公司采矿区出矿班大班长卜新友
和班组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走下了班车，
前往采矿区，开始一天新的工作。

卜新友班是一个大班，有4个小班
组成，从事着四班三运转的出矿工作，
是铜山铜矿分公司“优秀标准化班
组”。2018年卜新友班累计完成出运
矿 37.8 万 吨 ，完 成 了 计 划 任 务 的
105%，全面完成各项计划指标，连续3
年没有发生轻伤及以上安全事故。

2019年 1月份矿石处理量3.4万
吨，为矿山生产新年首月开门红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今天，卜新友要带领班组
同事完成8时至16时的中班出矿任务。

8时整，卜新友他们走进采矿区派
班室，进行点名派班。卜新友一边检查

好每位成员的劳保品穿戴及识别器，一
边组织大家按顺序进行每日一题的安
全答题，指纹识别后通过闸机准备乘罐
下井。

“尹良林，陈明华，你们俩先把9
号、10号保养好的铲运机开出库加油
准备生产。”8时35分，在铲运机维修硐
室履行班前安全宣誓后，卜新友对当班
工作进行具体分工，“孔令宝，你和维修
班的师傅们一道维修保养，检查车辆，
10时30分把8号铲开进去,其他人员
到负568米出矿。”

出矿班主要担任铜山铜矿分公司
矿石铲运工作，这项看似单一的活，其
实千头万绪。敲帮问顶、大块破碎、剪
锚网、捞水沟等等，是铲矿、运矿的畅通
安全重要保障。班组成员得到工作指
令后，立即各就各位，开始工作。

11时20分，午餐时间，有的同事已
开始吃饭了，卜新友正在填写今天的炸
药用量及铲运机的使用情况，突然接到

班组成员消息，说铲运机传动轴发生故
障，卜新友没有迟疑，立即放下笔，和同
事一起跳下地槽，认真检查，不一会儿
就解决了问题，铲运机恢复了正常。

12时10分,午餐结束，卜新友调整
铲运机作业安排，9号、10号车回库检
查保养，8号、11号铲运机“征战沙场”，
卜新友刚布置完工作，8号、11号铲运
机就已经顺着循环道，又开始新一轮的
运量大比拼。

15时40分，随着晚班的同事的到
来，卜新友开始和出矿三班的同事进行
工作的交接，并和他们一起进行工作前
的安全宣誓。“安全是一件大事，我祝你
们平安工作每一天。”宣誓结束，卜新友
笑着和大家说。

90分钟以后，卜新友和他的同事
们乘坐班车回到池州的家里。这一天，
没有精彩绝伦的高潮，没有曲折离奇故
事，一切平安，当班出矿量约360吨。

余 飞 王良生

出矿工的一天

本报讯 近日，铜冠池州资源公司
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了安徽省办公厅
《关于开展“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这个公司中心组围绕即将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三严三
实”“三查三问”主题教育，联系企业当前
工作和自身实际对如何做到“严规矩、强
监督、转作风”开展研讨。

这个公司党委中心组成员认为“严
规矩、强监督、转作风”就是要落实到工
作、学习和生活当中，实事求是，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结合公司工
作实际，主要从10个方面下真工夫。

一是在推进落实年度目标任务上下真
工夫；二是结合分管工作，在亲历亲为
上下真工夫；三是结合党建工作如何
更有成效地推进企业中心工作，见成
效上下真工夫；四是在如何学以致用
上下真工夫；五是结合企业实际，在高
标准抓好安全环保、5S管理等工作上
下真工夫；六是在结合识别“防控风
险”上下真工夫，做到全员、全岗位“防
控风险”识别；七是在深化细化各项专
业管理上下真工夫；八是在“苦练内
功，挖潜降耗，脱困增效”上下真工夫；
九是结合企业发展的目标任务，推进
优质资源开发上下真工夫；十是结合

人才队伍培养，全面提升干部职工的
素养上下真工夫。

这个公司认为把“严规矩、强监督、
转作风”专项行动落到实处，一是要从
思想根子抓起。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
治纪律，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二
是从重点问题查起，重点是查“多、推、
虚、浮”的问题，从严从实。三是从自身
工作改起，切实做到规矩严在经常、监
督就在身边、作风转在实处。四是从责
任机制严起，充分发挥纪委监督职能，
坚持执纪问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

江 君 程 虹

铜冠池州资源公司开展

“严规矩 强监督 转作风”专项行动研讨

本报讯 3月25日上午，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带队到金泰
化工公司和铜冠冶化分公司开展安全
督察工作。

在金泰化工公司，杨军走进主控
室，了解厂区安全防范措施实施情况，
翻看巡检记录。随后，杨军深入厂区，
在环氧丙烷卸货区和储藏罐旁驻足查
看，仔细询问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及整
改情况。

在铜冠冶化分公司，杨军实地察
看了酸库的安全管理情况，听取了企
业关于隐患排查工作的汇报。他叮嘱
铜冠冶化分公司员工，要倍加用心，以

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安
环意识，把安环隐患排查工作做得更
加细致、深入。

在听取了金泰化工和铜冠冶化
的工作汇报，查看了现场后，杨军对
两个单位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的
做法给予肯定，并提出两点要求：一
是各单位要深刻汲取盐城响水“3·
21”事故教训，紧紧抓住防范遏制安
全生产事故这个重点，任何时候、任
何节点、任何环节都不可掉以轻心，
不可麻痹松懈。

二是要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清理行动。要以全面

深化危险化学品领域专项治理为重
点，对反“三违”、罐区、特殊作业等专
项整治及企业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
告制度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全面进行
排查，查看相关工作是否真正落地，保
障措施是否有效，工作开展是否存在
死角。通过排查，用铁的手腕坚决打
击和整治安全生产思想意识麻痹、重
点工作不落实走过场的问题，切实把
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工
作抓严抓实抓好。

杨军强调，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深
入推进落实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常
态化实效化，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攻坚战。要按照全省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清理行动
的统一部署，结合集团公司开展的

“强化意识、防控风险”活动，切实抓
好各项重点工作落实，深入排查治理
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
加强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危险作
业、设备安全管理，强化安全风险管
控“六项机制”落地生根，坚决防范
重特大事故发生。

陈 潇 陈幸欣

杨军赴金泰化工、铜冠冶化开展安全督察工作

3 月 25 日上午，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猛前往金泰化工公司
督察安全生产工作，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军陪同督察。李猛实地
察看了金泰化工的安全
管理情况，他强调，要深
刻吸取盐城响水“3·21”
事故教训，坚决守住“发
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
代价”这条红线，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要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清理
行动，以全面深化危险化
学品领域专项治理为重
点，切实强化源头治理，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
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工作
落实到位。
陈 潇 陈幸欣 高 敏 摄

李猛到金泰化工公司督察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