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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铜山矿分公司现保存有
铜山和前山两大露天采场遗址，其中铜
山露天采场曾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
的第一座机械化露天铜矿，为铜陵有色
的矿业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

铜山矿投产于上世纪50年代末，
由于当时铜山采区坑下开采采用阶段
强制崩落法回采矿柱，导致地表直接形
成2.8万平方米的陷落带。1964年6月
24日至28日因持续连降强暴雨，采区
陷落带5000立平方米淤泥涌入坑下，
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嗣后国家冶金工业
部生产办公室组织北京有色冶金设计
总院、长沙矿山冶金学院、铜陵有色公
司等单位展开“铜山铜矿采矿方案”联
合调查，1965年9月6日冶金工业部批
准同意铜山采区采用露天开采。铜山
露天位于该矿东南采区，1965年4月开
始立项剥离，当年7月10日进行笫一次
露天山顶爆破，1970年9月29日占地
达227000立方米的铜山露天采场宣告
建成投产。

上世纪70年代，铜山铜矿作为铜
陵有色最重要的骨干矿山，为尽快形
成露天生产供矿线，该矿专门成立露
天剥离总区，下设汽车队、机修队、剥
离队。据老一代露天工作者讲述，当
时的铜山露天开采是我国有色采矿史
上规模最大、机械化最为齐全的露天
矿，采用汽车电铲运输挖掘，拥有苏
马型12吨汽车24辆、上海牌32吨载
重自卸车 35辆、穿孔机 9台、大型电
铲 6台、推土机 3台……铜山露天开
采倍受国家冶金工业部及省、市和铜
陵有色公司等单位、部门的高度关
注。铜山露天开采历时15年，矿床开
拓采用顶盘迥返螺旋沟开拓方式，边
坡上公路自东翼（正65米）由南螺旋
三圈进入锅底至负 103 米，纵深 195
米，累计完成矿岩总量864万立方米，
获得矿石量434.8万吨。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铜山露天采
矿区内处处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繁忙
景象，提出“大干快上双三万，用血换铜
心也甘”的豪言壮语，工区成立“一条龙
小分队”，从领导、班组到后勤服务全力
围绕一线生产。露天作业生产必须同
恶劣的气候打交道，那时的大型机械操
作室内没有空调装置，寒冬时驾驶员身
裹棉衣头戴棉帽，盛夏时又要克服电器

与炎热的灼烤，作业人员将冰块浸在铁
盆内放入驾驶室。露天车队成立“小老
虎”驾驶班，昼夜奔驰在盘山崎岖陡峭
的山道间；矿部广播站专门架设战地电
台，露天喇叭歌声嘹亮、捷报频传；每
到夜晚时山道灯光交相辉映，堑沟内
车辆穿棱不息，铲运机械挖掘声响彻山
谷……

1980年1月17日，随着铜山露天

最后一台挖掘电铲撤离，标志着铜山露
天开采圆满闭坑。15年的铜山露天开
采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矿藏资源，也给矿
山培养锻炼出一大批电器、机械维修、
驾驶方面的能工巧匠，涌现出“全国三
八红旗手”张吉芳、“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张益桃等一大批先模人物，成为铜
陵有色的时代楷模。

吴 健 方咸达

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座机械化露天铜矿

企业精神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
营实践中自觉形成的，经过全体员工认
同信守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意志品
质和行动准则。

把“爱企敬业创新发展”作为一种
企业精神，可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和动力
源。每个企业都有各具特色的企业精
神，企业精神与生产经营不可分割，它
可以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是建设特色
企业文化的要求

在企业发展进程当中，企业文化能
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企业文
化的核心是其思想观念，它决定着企业
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能够激发
员工的士气，充分发掘企业的潜能。一
个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后，它所带来
的是群体的智慧、协作的精神、新鲜的
活力，这就相当于在企业核心装上了一
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可为企业的创新和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市场竞争不断
加剧的今天，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持
续提升企业执行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创
新能力，是企业做强做大的前提和基
础，而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就必须首
先培育企业文化的灵魂——企业精神。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
是企业员工信念和追求的高度概括，是

“勇于奉献，争创一流”的继承和发展，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爱企敬业创新发
展”的企业精神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
大的有形力量，就能对全体员工的思想
和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大大提高
员工主动承担责任和修正个人行为的

自觉性，从而主动地关注企业的前途，
关心企业的发展，维护企业的声誉，尽
己所能为企业作贡献。同时，通过“爱
企敬业创新发展”企业精神的培育，以
此进一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最终达到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是企业生存
的精神动力

爱企敬业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
奉献精神。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一
个企业，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都是
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
同时，一个企业，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
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需要。所以，爱企敬业不仅是个人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需要。爱企敬业是一种朴实的奉
献精神。“爱”和“敬”都是一个态度，反
映的是对这个职位或重任的喜欢还是
厌恶；“企”和“业”是指人所处的单位和
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爱企敬业是职业道
德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人的基本素
质，它犹如一道门槛，员工只有爱企敬
业，才能真正融入企业之中。爱企敬
业，就是要热爱企业，包括热爱企业的
各级成员，爱护企业的一草一木，自觉
维护企业的形象，积极为企业的发展作
贡献，并且对待任何一项工作都是认认
真真、兢兢业业。如果只对自己有利的
事努力、认真地去做，而对与自己切身
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事就敷衍地做，那就
不叫爱企敬业。而要做到爱企敬业，同
时还要具备那个职业所必需的技能，具
备做好那项工作的本领。这就需要不

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竭尽全力地做好自
己所承担的全部工作。

爱企敬业，是员工作为企业主人翁
的具体体现。每个员工的价值是建立
在企业价值之上的，脱离了企业的成
功，自我价值的体现便成为空谈，同时，
员工实现自我价值也是推动企业发展
的根本动力，它们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
拉动的关系。依靠员工办企业，企业发
展离不开爱企敬业的员工。工作本身
没有贵贱之分，但是对于工作的态度却
有高低之别。我们应把企业当做自己
的家，将工作当成自己的事，尽职尽责、
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善始善终，这是一
种最基本的做人之道，也是成就事业的
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爱企敬业
就是我们忠诚的体现，体现在“企业是
我家，第一为企业”，体现在“人人精打
细算，个人当家理财”，体现在“不干则
已，干就干好”，体现在工作主动、责任
心强，还要发挥主动性，养成自觉主动
工作的习惯。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重在思维创
新和技术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样，对
于一位企业员工来说，“爱企敬业创新
发展”也应体现在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
上。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强劲引擎，在知
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不创新就会倒
闭，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
局，纵观国内外知名企业，无一不是紧
紧依靠自主创新引领企业发展。

创新，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激发全员创新精神，大力推进
思维创新、技术创新等，全面增强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企业市场竞争
力。思维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前
提，若思维成定势，就会严重阻碍创
新。技术创新，这是建设创新型企业的
关键。当前形势下，提高企业对关键技
术的研发能力，提高企业对引进技术消
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以及企业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能力，以此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提高。要实现创新，
就要以大无畏的精神突破旧思想的羁
绊，用新的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思路
决定出路。企业财富的源泉蕴藏在企
业员工的创新精神中，企业家的创新体
现在其战略决策上，中层管理人员的创
新体现在调动下属的工作热情上，工人
的创新体现在其对操作的改进、自我管
理的自觉性上。任何企业的成功，无不
是其创新精神的结果。

思维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企业做大
做强的不竭动力，通过推进机制、技术、
管理和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新，激发
内有活力，提升整体实力，从而推动企
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
的激烈竞争中，唯有创新，才能生存；唯
有创新，才能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超
越。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具有深刻的
内涵，它的确立，能使员工的企业精神
更加体现时代性，赋予先进性，具有群
众性，必将成为推进企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力
量源泉。

顾亚民

爱企敬业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近
年来，不少企业以增强使用效能为目
标，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
心，以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和新兴产
业紧缺人才为重点，从体制、政策、环
境等方面为人才建设创造良好的学习
和工作条件，培育了一支规模适中、素
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形成了有利于技术创新
的企业文化环境和氛围。目前，在改
革攻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发
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更需要强劲的
人才支撑。

在此，就企业转型发展期推进人
力资源工作从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
源管理转型谈谈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转变管理理念，强调战略人力
资源管理

随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人力资源
逐步成为超越资金、技术、资本而成
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构建
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及现代人力资
源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
理的作用至关重要。目前，随着企
业各项改革的纵深推进，人力资源
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要求企业必
须突破传统的“人事”定位，将其从
维持和辅助型的管理职能，上升为
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管理职能，以
此提高人力资源的战略价值，保证企
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与企业的发展战略
相匹配。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核心在于
“以人为本”，企业决策者需要转变人
力资源管理的传统观念，认识到人的
管理不仅在于静态的信息备份或更
新，还有动态的培训发展与规划激
励。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换位
思考尤为重要，这也为人力资源管理
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二、利用“互联网+”，提高人力资
源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正深入到各行
各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个
时代背景下，对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管
理同样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利用“互
联网+”，通过信息化既帮助企业建立
和规范严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又
能使HR管理水平在客户导向、灵活
性、适应性等方面获得显著提升，充分
激活个体、激活组织创造力，满足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清洁能源品牌企业
建设，成为了集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面临的战略性课题。

大数据思维的引入，必将成为人
力资源管理的主流趋势。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的过程中，大数据技术贯穿在
企业人力资源的选拔、留用等各个环
节，确保人力资源更具备可控性和可
操作性。在数据思维的影响下，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融入奖惩机制，
更加调动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工作热
情，这也是企业战略发展实现的基础。
同时，信息化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结合，
有助于企业管理者省出事务的精力时
间，依据科学客观的信息基础，根据大
数据分析，提高对员工发展需求与发
展空间开发的关注度。企业决策者需
要在预算安排、开发方案选择、非技术
协调方面，给予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建设全面支持。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
改变以人管人的传统观念，培训数据
库更新与管理结合的新模式，释放行

政事务占据的时间与精力，腾出空间
关注企业发展需求与员工个人职业成
长需求的对接，依托信息化管理系统，
设计科学的岗位职责，编制激励性的
绩效考核办法。

三、引入大数据思维，探索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的新模式

在“互联网+”的时代下，人力资
源工作不能够再按照传统模式去发
展，不能够仅仅将核心员工作为人力
资源的重心，而是要树立“全局一盘
棋”的思想，将每位员工都作为管理的
重心，实现员工的价值，促进企业组织
结构的柔性化和弹性化发展。“互联
网+”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
个相加，并不是将二者简单的加在一
起，而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支撑，
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相加，让互联网
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实现创新化发
展。“互联网+”模式的应用，必将打破
传统的企业运行模式和结构体系。
同时，“互联网+”强调对人性的尊重、
更加重视对人的创造性的发挥与人
的潜能的挖掘，真正体现出以人为
本、服务中心的原则，这是推动企业
发展的关键，且将进一步去中心化，
将过去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的环节化
解掉，将各个领域孤岛式的创新方式
转接起来，让创新者实现人生价值的
发挥。

“互联网+”的应用。首先，企业
要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软件
系统，定制符合自身需求的电子平台
软件。其次，除了基础数据库功能应
用，以及有限的业务处理模块，还应
对数据资源进行汇总分析，开发提供
决策支持的功能。其三，企业应选用
懂 IT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推动人
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具体来讲，
依据企业自身情况，详细定位组织结
构，确定岗位构成，客观评测工作流
程与岗位职责，完善岗位说明，使员
工及时了解企业用人要求，及时反馈
相关信息。在招聘过程中，各部门要
同步提交用人需求，使用规范的岗位
说明书、完全信息化的面试安排与用
人决策，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的透明
度。绩效考核中，及时公布企业员工
的内部岗位调动情况，应用灵活的计
算公式，结合德、能、勤、绩等核算比
例，设计弹性的薪酬体系与绩效考核
指标。员工职业培训中，通过电子平
台作出详细的培训需求分析，以及及
时地跟踪反馈，与职业生涯期待进行
比较分析。员工还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制定相关培训计划，调整与管理者
的互动模式。

在“互联网+”的时代，在企业转
型攻坚的关键期，人力资源的变化核
心还在于人的变化。随着集团“高端
技术输出+低端联合”价值增值、“高
科技+现代资本”深度融合、“高端产
品+现代服务”品牌营销三个商业模
式的不断完善，全力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清洁能源品牌企业”升级
版，人的多元化及个性化需求将在
更宽领域、更多层次上呈现。因此，
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真正的从人力
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用思维逻辑
和方式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
方式，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人力资
源的作用。

师曙光

对企业转型发展期
人力资源工作的思考

作为管理者，对领导素质与能力的
的要求是很高的，其中辨别是非的能
力、平衡情势的能力和平衡协调的能
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
可以保障我们作正确的事，控制情势的
能力可以避免工作失去理性而导致失
误，平衡协调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最大
限度地发挥人财物的优势，把工作做的
更好。

一、要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在生
活中，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单从表
面上看，有时并没有严格的明显分野，

“是”有时隐藏在“非”中，“非”有时也似
“非”而“是”;“对”有时与“错”交织，
“错”有时也含有“对”的因素;有人为了
作恶有时表面行善，有些善举也许不为
人所识。种种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周围
的生活中，其实都是经常存在着的。但
是，无论表象多么华美，只要善于观察，
善于洞察事物的内在本质，就会尽可能

少地避免被假象迷惑，尽可能多地认识
到是非、对错和善恶的区别，从而使自
己在矛盾的判断中作出正确地抉择。
作为党员干部，应该有这个辨别是非的
能力，也应该有控制自己向善避非的能
力，只有这样，才能带领大家做正确的
事，才能把正确的事做好。

二、要提升控制情势的能力。自然
界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蝈蝈有时会

“无故”跳水“自杀”。科学家们经过深
入研究发现，寄生在蝈蝈体内的线虫幼
虫是罪魁祸首。当线虫发育到一定程
度后，它们需要在水里完成生长及繁
殖，于是就会分泌出一种在结构上与寄
主的控制中枢神经细胞生长的特定蛋
白极为相似的化学元素，这种元素能控
制寄主的中枢神经，从而导致蝈蝈“神
经失常”而跳水“自杀”。要想逃避“自
杀”命运，蝈蝈就必须和寄生在体内的
线虫做好控制与反控制的各种准备。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同样
也面临着一个控制自我、控制情势的问
题。管不好自己是废物，控制不住局面
是庸才。一个人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和自己周围
方方面面的关系，就需要不断发展和完
善良好的情商;一个人要控制住工作的
局面，不使局面失控，就要学会从宏观
上把握全局、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正
确处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控制与反控制中找到解决矛盾的有
效途径和和谐的平衡点。党员干部，一
言一行都事关党的形象，所以必须时刻
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工作局面，只有
这样，才能避免蝈蝈“自杀”式的情绪失
控现象，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完善的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三、要提升平衡协调的能力。平衡
协调也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哲学概念
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其

中有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而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的。既包括由先进生产力
武装的人，也包括掌握了先进生产力的
人。协调工作的前提是尊重人，尊重主
导协调工作方向的人。放下架子，俯下
身子，不厌其烦的说明情况，阐明事
由。在协调进程中，力求以理说服，尽
可能地让事实说话，用数据论证观点。
协调工作的内功在平时。立足平时的
交往和做人、做事，认真做好日常协调，
关键时刻才能无往而不胜。准备充分
是做好协调工作的基础。对要协调的
问题，提前深思熟虑做好预案，有备协
调，才能避免盲目。协调切忌是高高在
上、旁若无人，或者看不起他人，藐视协
调各方，否则即使准备多日的协调也会
付之东流。协调是门高超的艺术。会
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但只要
开动脑筋，因地制宜，一切问题都会迎
刃而解。 倪良福

管理者需要提高三种能力

心中有规矩，行为定方圆。牢固树
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是我们党一贯的优
良传统。今天，让“按规矩办”成为党内
政治生活的常态，既要让广大党员干部
认识到这是刚性的约束、“硬杠杠”，更
要让大家懂得这是干事创业的“安全
阀”。

俗话讲，“家不以规矩则败，国不以
规矩则衰”，惨痛教训史不绝书、比比
皆是。可现实中仍有人信奉“章子不
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遇到事习惯
找人托关系、走捷径。还有的人在实
际工作中热衷“与政策赛跑、同法规
较劲”，乃至违规用权、擅自越权。究
其思想根源，嫌麻烦、觉得“按规矩
办”费心费力，无法达到个人的目的，
是重要原因。殊不知，不守规矩者或
许侥幸一时、得利一阵，表面上尝到
甜头、办成了事，但从长远来看，早晚
会跌大跟头、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
个意义上，“明规矩”立起来、“潜规
则”倒下去，是组织上的要求，更是对
干部的爱护——避免投机钻营自然能
避开绊子和陷阱。

本质上，“按规矩办”就是要“按规
律办”。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
周恩来同志马上中止会议赶到现场，对
公安干部讲：“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
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今后，你们
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
须亲自到现场。”这种要求一把手亲自
抓、现场抓，既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规
矩，也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种规律性认

识，是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面对突发重大事件，只有第一时间到
现场，才能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作
出处置决断，从而防止信息不对称误
大事。“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
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今天
的法律、纪律和规矩都是深入探讨、
反复试错、多次检验形成的治理良
策，堪称省心、省力的真正捷径，它们
背后是不依主观愿望左右的必然性
法则。所以说，规矩是高压线，更是
矫正器，“按规矩办”是干部的紧箍咒，
更是护身符。

大家都知道，不按客观规律看问
题、办事情，是必然会失败的，也必定
会受到惩罚的。如荀子言，“规矩诚
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前段时间
通报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整而未治、阳奉阴违问题，其实质，
正是不守政治纪律、不讲政治规
矩。规矩不是负担，是治理的抓
手。“按规矩办”的受益，“不按规矩
办”的受惩，方能捍卫规矩的价值，
遏止“迈过锅台上炕”的鲁莽，减少

“事后诸葛亮”的悔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定了规矩就

要照着办”。时时、处处、事事讲规矩，
以“规”格物，以“矩”修身，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貌似无情，实则最有
情、最负责任，最能把合规律性与合目
的性有机统一起来，调动好各方面积极
性为伟大事业共同奋斗。

周人杰

“按规矩办”最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