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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作为集团公司骨干企业、全国第一
大单体矿铜冶炼工厂——金冠铜业分
公司，却创下不俗的业绩，企业得到稳
定与发展。

1-4月份，该公司阴极铜、硫酸主
产品产量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29.59%
和 32.27%，均超计划完成。衡量生产
经营111项技术经济指标中，有67项
指标优于设计，另有 17 项优于预算

值，其中：奥炉日均铜精矿处理量和闪
速熔炼炉日平均干矿处理量、闪速吹
炼日平均冰铜处理量相比预算增幅
3.55%和 7.51%、13.28%；奥炉作业率
达98.31%，以及奥炉厂区转炉日吹炼
炉数、转炉电力单耗、粗铜和精炼综合
能耗等8项技术经济指标更是创历史
最好成绩。

与此同时，该公司紧抓2月下旬后
疫情稍缓时机，咬定原定工期计划，着
力加强奥炉电解二期工程复工管理，

通过细化梳理工程进度计划,增强施
工力量和人员质量，并适当延长每日
作业时间，及时供应施工资材，优化交
叉作业管控措施等，工程进度在安全
环保、消防和质量有保障的前提下快
速推进，电解主体工程于4月15日建
成竣工。在履行相关竣工验收的同
时，积极同步推进各机组设备调试试
车、管网测试，以及电解液倒液试运
行、直流供电系统试车、阴极母板和阳

极板装槽等各项开车前准备工作，力
争早投产、早见效。

“疫情对我们年初生产经营造成
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影响最大的
就是硫酸胀库！金冠所产硫酸的下
游客户大部分都是湖北的化工企业，
这些企业因疫情停工停产暂停了硫
酸拉运。特别是二、三月份，我们甚
至都做好了系统减产、半停产的应急
预案和风险评估。”该公司副经理何
梅松此时谈及此事仍显得有些凝重，

“公司党政主要领导为此，一方面数
次召集经营班子及各车间负责人研
究对策，调整生产组织；另一方面，
火烧眉毛似的请求集团公司、市委市
政府帮助协调硫酸出路。”众心所
向，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在集团公司统筹协调下，采取压
产集团内部其他单位硫酸生产和拓
展硫酸销售渠道的应对措施，有效地
支撑着金冠铜业连续稳定生产。与
此同时，金冠铜业一方面经过精心测
算，在生产组织上适度调整入炉原料
铜硫比，以控制硫酸产出；另一方
面，加大已有酸库设施维保力度，组
织开展应对酸库突发状况的应急演
练活动，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有计划的进行酸罐高位贮存。
然而有限的存储空间难以满足每

日稳产的硫酸贮存需求。2月下旬，
该公司审时度势，果断提前一周安排
时长20多天的奥炉停产检修，以缓解
硫酸滞销涨库带来的突出矛盾。“在
市政府及集团公司的协调联系下，寻
找到一些愿意收储的企业收储一些
硫酸。为推动硫酸销售，有段时间甚
至是是倒贴运费、倒贴钱把硫酸销售
出去，以确保铜系统生产不受硫酸胀

库影响。目前随着全国疫情受控，许
多企业快速复工复产，硫酸胀库的矛
盾也日趋缓解，硫酸销售价格也发生了
正价抬升。

“金冠铜业生产规模大，企业员工
加上协力、劳务等人员有3千多人，疫
情防控责任重大、压力也大，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领导，以及市领导非常关注我
们的疫情防控工作和生产情况，数次到
公司调研指导。”“为确保把疫情风险降
至最低，保障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公
司从各个层面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和防
疫知识普及教育，同时以最严格的措施
动员最大的资源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
组织。”该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鲍镇
在谈及防控疫情保障持续稳定生产时
说，“特别是在组织奥炉中修和奥炉电
解二期工程复工建设这块，我们对所有
的外来施工人员健康状况进行了细致
摸排审核，化小作业单元、限制活动范
围，避免人员聚集，同时做好每日健康
跟踪和作业场所消杀毒工作，极尽全力
地保障了非常时期的检修与施工有序
开展。”

“疫情防控前期，我们的员工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克服了不少困难、
作出了奉献，推动了企业的稳产和高
产。”鲍镇在谈及在防控疫情保障持续
稳定生产时感慨道，“为了确保持续稳
定生产，公司在疫情爆发的开始，就敏
锐地意识到必须尽快召回在外探亲的
人员。1月 27日，正月初三，公司就及
时召开第一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并
立即发出通知，要求春节期间离铜员工
尽量在2月2日之前返铜，这一决定避
免了后来因疫情的发展导致人员交通
中断的状况。接到通知的许多员工都
提前结束假期，及时赶回铜陵了，这为
我们后期加强防控、保持持续稳定生产
缓解了许多压力。”

奥炉熔炼车间副主任程利振为了
落实公司防疫要求，不耽误奥炉中修工
作，提前结束假期只身回铜返岗。在
妻子假期结束即将回铜返家时，为了
做好与在外地回家的妻子隔离，防止
相互感染，又只身吃住在厂14天参加
奥炉中修，坚决不把风险带进厂。入
职才三年的计划财务部周黎，为了能
够按时返岗，春节后便早早离开家
乡、离开父母，孤伶伶地回到铜陵租
住屋，忍受着寂寞等待着节后上班；
同时，为避免与后期从外地回铜的室
友接触，造成不能上班的矛盾，在为
即将回铜的室友准备好生活所需的
同时，刚刚回岗上班一周的她又选择
了离开熟悉的温暖小屋，重新寻找一
处租住屋。在疫情防控的考验下，该

公司还有许多员工极尽全力努力克
服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舍小爱成
就大爱，舍小家成全大局。

进入5月份来，随着铜陵地区疫情
的好转，该公司紧紧围绕“半年双过半、
全年夺胜利”目标，在慎终如始地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针对疫情期间
暴露的问题，积极梳理管理中的短板和

问题，结合“管理提升年”活动，大力开
展“每周一问”，压实管理主体责任，强
化生产经营精益管理，充分激发和调动
全体员工干劲，精心组织好安全稳定生
产，以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坚决打好
抗疫情稳增长促发展攻坚战，向年中

“双过半”目标全速冲刺。
吴家富

金冠铜业分公司

化危为机 奋力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集团公司工会因工作需要，现面向
集团公司内部招聘工作人员2名。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

职工。

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乐于奉
献，群众观念强，热爱工会事业，热心为
职工群众办事，为人廉洁，作风踏实。
能严格遵守机关工作制度和保守工作
秘密,学习能力强，勇于担当。

集团公司工会招聘启事
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是党和人民事业永续发展的
力量源泉。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
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表《愚公移山》的
著名演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75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更加需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
精神。2016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号召：“让
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
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
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

新时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就要咬
定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顺乎
党心民心，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
的十九大又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
排，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最强音。

当今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
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
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行百里者半
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
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朝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
勇前进。

新时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就要苦
干实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愚公移
山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就是一个“干”字，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叩石垦壤”“毕力
平险”。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
党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都立下愚公移山志，历经千难万险，
付出巨大牺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
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用几十年的时

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
道路，又要用100年时间实现现代化，
面临困难挑战的广度、深度和难度超乎
寻常。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
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关键在
责任担当、真抓实干，迎难而上、奋发
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梦
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
来、干出来的。”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跨过
常规的长期性的关口，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又要跨过非常规的我国经济发
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面对一个个腊
子口、娄山关，必须大力弘扬愚公移山
精神，迎难而上、知难而进，逢山开路、
遇河架桥。

面对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的巨大优
势和生机活力。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
容易却艰辛。我们的事业已走过千山
万水，但仍须跋山涉水，还会有一座座
新的“大山”横亘在新的长征路上，需要
我们用愚公移山那样的一以贯之、苦干
实干来面对、来征服、来跨越。

新时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就要锲
而不舍。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
讲：“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
铃，贤圣指为血路也。”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是中
国人民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到惩治
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
变，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我
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不容有半点骄傲自满、故步
自封，不容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
必须以坚定的信仰、信念和信心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勇立潮头、担当作为，始终牢记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将革
命进行到底。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
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
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自身
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新时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就要久
久为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国革命
薪火相传，靠的就是这种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传承与赓续。正是靠着一代
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接续努力、不懈
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
能永葆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才展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征程中，我们既要登高望远、保
持定力，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又
要躬身笃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做好当下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既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高尚情怀，又要有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年接着一
年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永不
僵化、永不停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闻 哲

新时代更需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股份财务部因工作需要，现面
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财务人员 2
名。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

职工。

股份财务部招聘启事

二、录用方式
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综合成绩择优考察、体检合格后，予
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合格
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

证书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集团

公司人力资源部（有色机关大院西侧楼
一楼125室）报名，报名时交1寸近期
照片1张。

联系电话：0562-5860020。
报名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0年6月17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20年6月2日

岗位

财务人员

合计

人数

2

2

条件

1、年龄：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3、在集团公司具有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验，

在原单位从事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岗位；
4、熟悉国家相关财经法规以及公司各项规章

制度，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文字表达和
沟通协调能力，ERP系统操作熟练。

二、录用方式
采取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综合成绩择优考察、体检合格后，予
以试用。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合格
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本人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个人1寸照片等相关材料原

件及复印件到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
关大院西侧楼一楼125室）报名。

联系电话：0562-5860020；
报名时间：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0年6月17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20年6月2日

岗位

工会工作人员

信访工作人员

合计

人数

1

1

2

条件

1.年龄：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3.在集团公司工作2年及以上，现工作岗位为行

政管理、专业管理、工程技术管理；
4.具有政工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5.有较强的组织、指挥、协调、统筹、沟通能力，有

体育或文艺方面的特长；
6.具有较好的语言、文字、综合能力，能熟练操作

计算机。

1.中共党员；
2. 年龄：男性197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女性

197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3.学历：大专及以上；
4.从事过党群工作两年及以上；
5.信访工作者优先；
6.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大局观念，忠诚敬业爱

岗；
7.具有良好身体素质，遇事沉稳，处理问题果断；
8.具有较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心

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强；
9.熟悉电脑办公系统，能熟练运用电脑处理文字

与表格；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
10.知识结构较全面，熟悉《信访条例》及信访工

作程序。

金冠铜业分公司双闪电解车间正在满负荷生产。

金冠铜业分公司奥炉熔炼主控室内员工正在聚精会神地调控工艺生产参数。

图为奥炉电解车间阳极铜堆场作业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