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 陵 有 色 金 属 集 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办 E- mail:tlysb@tlys.cn 每 周 二 、四 、六 出 版 111
2019年6月25日 星期二 农历己亥年五月廿三 第425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47 邮发代号：25—52

TONG LING YOU SE BAO
总第4569期

本报讯 6月22日上午，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徐五
七、胡新付、丁士启、汪农生、蒋培进来
到笠帽山烈士陵园开展革命传统教
育。

进入笠帽山烈士陵园，集团公司领
导首先径直来到铜陵烈士英名墙前，集
体静默肃立，并向英名墙三鞠躬，向英
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接着，移步英名墙左侧，面对鲜红
的党旗，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
军带领公司党委委员一起举起右手，握
紧拳头，庄严地重温入党誓词。在当
前，全国上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集团公司领导以铿锵
有力的宣誓声，表达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带领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
埋头苦干，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
力推进“一强五优”国际化企业集团建
设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

随后，集团公司领导走进铜陵烈士
纪念馆，参观了“星火燎原”“抗日烽火”

“地覆天翻”“卫国建业”等展厅，缅怀英
雄先烈的英勇事迹，追思先烈情怀。

本报记者 王红平

集团公司领导到笠帽山烈士陵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图为集团公司领导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图为集团公司领导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 6月 21日下午，集团公
司党委在四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第
二次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就“如
何结合企业实际，用工作体现忠诚老
实，用发展体现担当责任，用解决问题
体现落实成效，推动集团公司改革发展
迈上新台阶”开展专题研讨。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徐五
七、胡新付、丁士启、汪农生、蒋培进出
席会议，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管周俊、
方文生参加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主
持会议。

会上，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就如何结
合企业实际，用工作体现忠诚老实，用
发展体现担当责任，用解决问题体现落
实成效，推动集团公司改革发展迈上新
台阶，开展了专题研讨。

杨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使我们党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铸就和凝练的，体
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激励全体
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杨军强调，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
部，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积极
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初心和使
命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具体的、历
史的，是一以贯之的。守好初心、担好
使命，关键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
一部署，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全面落实重点措
施，紧密结合公司改革发展实际，用工
作成效体现忠诚老实，用发展业绩展现
责任担当，用解决问题体现落实成效，
全力以赴推动集团公司实现高质量发
展。

杨军要求，一要坚定搞好国有企业
的信念。必须把搞好国有企业作为崇
高使命和奋斗目标，把守初心、担使命

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放在加快企业改革
发展上，坚定不移推动集团公司做强做
优做大。当前，集团公司改革发展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特别是今年以
来，集团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多
变，铜价及铜冶炼加工费双双下滑，各
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增多，这对我们做好
今年各项工作提出新要求。对此，我们
必须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决心不
动摇，增强发展定力，咬定目标任务，积
极应对，主动作为，确保实现全年方针
目标，推动集团公司更好更快发展。

二要破解改革发展的难题。近年
来，集团公司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全
面落实新发展理念，针对改革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
决，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还要看到，
集团公司发展面临的难题还很多，特别
是公司盈利能力脆弱，抗风险能力不
强；一些重点领域改革，进展不快、成效
不明显；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支撑企业
转型发展的重大项目不多；科技创新步
伐不快，核心竞争力不强。要利用这次
主题教育，着力找差距、抓落实，全力攻
克影响集团公司发展的瓶颈，以推动改
革发展的实际成果检验主题教育的实
际成效。

三要永葆干事创业的劲头。面对
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始
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勇挑重任，迎
难而上，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不断增强
斗争精神，坚决摒弃消极懈怠、回避矛
盾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创新，大胆突破，
抵御各种风险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挑
战。要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优
良作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以只争朝夕、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全力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集团公司专家委成员，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机关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
列席会议。 陈幸欣

集团公司党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第二次研讨会

6月18日至21日，庆祝集团公司成立七十周年“职工文化节”系列活动——
“金冠铜业杯”职工羽毛球比赛在集团公司机关活动中心举行。此次比赛共有19
个单位近300多名职工参加，经过4天90场紧张激烈的比赛，最终安庆铜矿和铜
冠有色池州公司代表队分别夺得A组、B组第一名。图为铜冠有色池州公司和凤
凰山矿业公司代表队正在比赛。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日前，金冠铜业分公司结合汛期形势和生产实际需求，组织开展防洪防汛应
急演练，集结防洪防汛突击队等应急救援队伍“紧急”奔赴厂区，取沙装袋封堵事
故水池Z6号应急闸，防止外部雨水倒灌厂区，在落实完成防洪防汛预防措施的同
时，有效锻炼提升了防洪防汛应急队伍备战意识和防大汛抗洪灾的实战能力。

吴家富 摄

本报讯 6月21日下午，集团公司
在安工学院举办5S精益管理培训班，
旨在进一步强化现场管理意识，普及5S
精益管理知识。股份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刘道昆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集团公司从今年起开展5S精益管
理专项行动，并实施5S精益管理三年
行动计划，以前年度下发的其它各项5S

管理文件全部废止，不再进行5S年度
星级评价。今年作为集团公司5S精益
管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主题是

“行动化”。各单位要用精益思维抓好
5S管理，精准发力，真抓实干，持续做好
5S精益管理对标工作，严格按照《集团
公司5S管理对标活动实施意见》的要
求，尤其是集团公司在各片区选取的标

杆单位，在5S精益管理上要先行一步，
走在全公司前列，通过对标行业先进水
平，学标创标，形成相对成熟的经验做
法，供片区的其它单位学习借鉴。

本次培训邀请到中国质量协会武
汉中心技术部长、国家质量管理体系高
级审核员、湖北省2018年质量标杆遴
选专家组成员杨忠焕老师授课。培训

内容有5S概述、5S活动与效用、5S推
进步骤、5S常见问题、5S方法与工具
等。

集团公司机关部门相关人员，各二
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及安全环保、生产
组织、现场5S精益管理分管领导、部门
负责人和相关主管人员参加培训会。

夏富青

集团公司举办5S精益管理培训班

本报讯 6月21日，铜山铜矿分公
司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动员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初心使
命，砥砺担当作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开展好主题教育，锤
炼更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为分公
司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
想保证。

就开展好主题教育工作，这个公司
党委要求两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从
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切
实把行动统一到集团公司党委和分公
司党委部署要求上来。从思想上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在行动上准确把握目

标要求，紧密结合分公司工作实际推动
主题教育，坚定不移增强“四个意识”做
到“两个维护”。从关键上聚焦聚力，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反思、整改
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做好统筹兼
顾。为确保主题教育高质量开展，分公
司党委还将通过实地督导、随机抽查、
调研访谈等方式，对所属基层党支部主

题教育进行督促指导，对重视程度不
够、组织推动不力、工作不到位的党支
部及时督促改进，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
任，并将结果情况予以通报。同时，从
实施上抓紧抓实，强化责任担当，做好
结合文章，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
围，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有序有力开展。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党委全面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本报讯 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
助残先进表彰大会5月16日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赤峰金剑铜业公司再
次被授予全国“残疾人之家”荣誉称号，
这是这个公司自2003年首次获此殊荣
后，第二次被国务院授予此称号。

大会表彰了167名“全国自强模

范”、100个“全国助残先进集体”、100
名“全国助残先进个人”、100个“残疾
人之家”和33名“全国残联系统先进工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有三家单位被授
予全国“残疾人之家”荣誉称号。

多年来，作为赤峰市最大的福利企
业之一，赤峰金剑铜业公司始终践行

“扶残、助残、爱残”的文化理念，深入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劳
动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围绕残疾
人就业问题，这个公司发挥人道主义精
神，克服种种困难，扎实地做好残疾人
工作，实现了“三个百分之百”，即公司
与全部残疾职工百分之百签订了劳动

合同；为残疾职工百分之百购买了社会
保险；保证残疾职工百分之百都在生产
一线参加劳动，做到与正常职工一视同
仁、同工同酬。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
力，赢得自尊和自信，真正实现“救助一
个残疾人，帮扶一个家庭，稳定一方社
会”。 萨百灵 刘 军

赤峰金剑铜业公司再次被授予全国“残疾人之家”荣誉称号

6月10日下午，铜冠建安安装公司
冬瓜山矸石项目部组织人员实施投料
正式生产。

那一天的下午格外炙热，来自冬瓜
山铜矿、铜冠建安公司两家企业的领导
们拥挤在瞭望口。15时许，随着带班指
令下达，红色按钮被狠狠摁下的刹那，
封闭厂房里19条皮带瞬间转动、颚式
破碎机、圆锥破碎机、1号、2号、3号振
动筛同时起动，装载机斗里的大批量矸
石开始进入进料口，“轰隆隆”砸过棒条
给料机。当机器轰鸣，末端产品产出理
想的瓜子片、石粉、寸子、分子后，铜冠
建安安装公司人员25天的不分昼夜的
努力，终于取得圆满成果。25天前，一
项被所有人认定不可能完成的建设安
装工程，在冬瓜山堆放废石的荒岭之上
开工。

6月10日傍晚，记者在铜冠建安安
装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黄世群的手机工
作平台记录的日志里，复制了这么一段
话：“……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主要设
备安装并试车，感谢领导前台、后台的
重视与支持，感谢倪晓宏、马洪林班组

辛勤付出，感谢劳务梁琛班组加班加点
与各工种人员精诚合作，感谢材设部、
综合部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夜间加班临
时需要设备和后勤保障的情况下，都能
及时解决问题，感谢项目人员的协调配
合。施工过程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在后期破碎除尘系统、筛分除尘系统附
属设备安装、带式输送机部分走道板、
栏杆、护罩和导料槽等安装中将不断总
结改进。”

黄世群，这位被建安安装公司确定
为冬瓜山矸石项目建设的负责人，在6
月10日凌晨2时23分记录的“工作日
志”里，一口气用了5个“感谢”。除了拿
公事当做私事的爱企情怀，这5个“感
谢”里，究竟隐含了多少艰难困苦、才能
让一个项目负责人很“见外”地一口气

“谢”了那么多平时里不拘小节的兄弟？
“5月15日组织人员正式进场，安

装工作才算全面开始。这个工程复杂
到什么程度，给你数数：在一个仅仅
1900平方米的厂房里，你要悬空安装
下5吨的行车吊大件、要你在悬空与交
叉缝隙里安装振动棒条给料机、颚式破

碎机、圆锥体破碎机、3台直线振动筛
——这个振动筛，底座的标高12.5米，
腿长1.5米，厂房设计高度21米，减去
14米的高度，一台笨重振动筛需要你在
悬空几米的狭窄缝隙里安装。别说吊
大件时候的腾挪没有丝毫游离空间，干
事往往人身子都腾挪不开。”25天的日
夜连班煎熬、一脸灰色的钳工班班长倪
晓宏介绍，跑遍全国各地、20多年来他
见过比这更难安装的复杂环境，但没见
过在无法腾挪空间里时间压缩得如此
紧张的工程。

“你人在13米的高空悬空作业安
装大件设备，行车却靠不到位、每件大
铁器你都要一双手在高空里拖、拽、拉，
这是什么感受？”老师傅马洪林感慨，

“配电房。8台高压柜、1台低压柜！那
个收尘的，悬空地面10米之上要自上
而下地铺架H型钢，再架上灰斗、再架
上3米乘3米乘11米的立方体箱体。
凌晨1时30分，十几个人在高空里互相
提着醒、手拉肩扛到什么地步？那牙能
咬到麻木不能动！”

作为集团公司今年着力打造的重

点工程，为什么时间如此紧张？“设计院
一边设计，我们一边在施工，边设计边
施工、边改图纸边修复。不合适的（设
计或设备尺寸有误的）还要一次次交
涉。谁都想尽早见效益，但前面因为耽
误太多、安装工期一下把我们压缩成这
样。”

面对记者的“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
八九点甚至九、十点”的询问，钳工班班
长倪晓宏突然笑了。“干到晚上九、十
点，那就加班啊？那叫‘拖点晚’好不
好！每天加班。我们的加班是到第二
天凌晨2时左右。”

怼了记者的倪晓宏瞬间沉默。“负
责我们的黄世群副书记，他每日现场呆
到凌晨下班回去。早上7点前一定会
出现在现场。他儿子7号、8号高考，他

‘不闻不问’。他应该比谁都急。还有
一位，感冒的，不敢爬高，就在这地面蜘
蛛网一样19条皮带里、自己忍着参与
交叉作业，硬挺过来。”没有说自己辛苦
的倪晓宏，6月8日的晚上12时半进家
门后，无法洗澡的他一头倒在沙发上睡
了一夜。 江 君 李 欣

鏖战荒岭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