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农历牛年大年初一，
当人们正沉浸在合家团圆享受天伦
时，8时许，在中科铜都银粉车间厂
房内，新春第一天生产在忙碌中开
始了，荡漾在耳边的是另一番声响，
反应釜搅拌声、纯水机滋滋声、电烘
干机嗡嗡声、打粉机沙沙声……声
声不绝与耳，仿佛在演奏一首美妙
的“春节生产交响曲”。

在车间二楼生产现场，笔者看
到，各岗位操作人员劳保品穿戴整
齐，凝神贯注，各就各位，有条不紊
按部就班地投入当班生产，动作忙
而有序，有的在补液加料、有的在
调控温度、有的在搅拌打粉、有的
在称重包装……每道环节都衔接
有序。12时，随着最后一袋成品

“走”下生产线，检验缝包、交接入
库，当天白班的生产任务圆满结
束。接着，配料人员马不停蹄地为
晚班生产配料备料，这个春节就在
忙碌中度过……

在银粉包装区，笔者见到了正
在查看当天白班产出第一批规格
为Ag-06号银粉物理指标的银粉
车间主任陆道昌，据他介绍，由于
疫情防控需要，今年春节，许多下
游客户响应政府号召，一改往年春
节放长假做法，纷纷采取连续生产
不停工措施，加之1月份未来得及
交付的大量定单，从而形成了银粉
市场需求量叠加放大效应，造成供
需紧张局面。该公司根据这一现
状，结合捕捉到的信息，因变而变，
提前备足原辅材料，调整生产组织
计划，抓住稍纵即逝机遇，在坚持
夺取首月生产开门红后，发动员工
节日放弃家人团聚休息时间，在安
全环保前提下，加班加点多产银
粉，抢占市场这块大“蛋糕”，多产
多销多创机会效益。

为确保春节期间生产计划得
到坚决落实，实现稳产高产目标，
该公司相继召开产供销协调会、党
员及生产骨干会和职工大会，把企
业当前面临的有利形势向员工讲
清、讲透，要求员工转变观念，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需要为指
针，放弃节日休息时间，坚持连续
生产，强化生产过程控制与管理，
优化现有班次与人员组合，加强各
工序衔接，精心组织生产，确保将
原料及时转化成产品，抢抓难得市
场机遇，保证春节期间连续供应和
节后复工复产需要，为企业赢得最
大机会效益。 王拥军

这个春节有点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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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家合家团圆、尽享天伦之乐时，
铜冠电工公司内却是一片繁忙景象。

大年初一，铜冠电工公司职工为完
成生产经营任务坚持艰苦奋战。该公
司线材公司熔铸一班班长吴健一早就
开始紧张地组织生产。他说:“2021
年,熔铸班组生产任务非常艰巨，我们
一定要充分发挥不怕辛苦、勇于拼搏、
敢打硬仗的精神，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全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为杜绝设备“带病”生产及产品质量
隐患，该班组冷镦机的操作手李锦春巡查
环顾后，便开始仔细查看生产交接班记

录以及设备重点要素，一丝不苟对镦球
机出入口导路进行清理,将生产前的准
备工作做细做实。

大年初二，轧球机现场机器轰鸣，
生产井然有序,广大干部职工依旧奋斗
在现场,全力以赴保证生产作业的顺利
进行。在轧机现场，劳动模范赵继志 一
遍一遍指挥着行车，吊运整圈铜杆到轧
机上进行轧球生产。同日,漆包线分厂
岗位也忙碌着，卧机机长赵建勇在紧张
地工作中，他生产的是新能源汽车用线,
生产工序多、技术要求高、交货周期紧。
同时，质技部检验人员叶从宝在录入产

品的生产卡片,核对工艺流程。
今年开年，公司磷铜产品合同十分

充足，他们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全力以
赴加紧生产。节日期间，职工们干劲十
足。在挤压机机台,主操手刘善平正在
按照生产调度指令进行生产。他说:

“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高效率高质量
完成生产任务。”

为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质技
部质检人员、设备维修保障班职工、营
销部发货班组职工也放弃与家人团聚
的机会.主动坚守在生产一线。

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该
公司还在办公楼设立了24小时值班室，
安排专人值守，随时协调处理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确保连续高效产出。华 伟

春节中的坚守

金 隆 铜 业
公司疫情期间统
筹安排生产，严
格 按 照 效 益 优
先、高效协同、优
化配料、稳产高
产的总体部署，
狠抓生产与排产
计划，生产和营
销部门积极展开
联动，精准把控
原料进厂频率，
提 高 配 料 合 格
率，满负荷稳定
生产，确保首季
生产开门红。

图 为 精 炼
工序操作人员正
在对进厂原料进
行转投入炉。
章庆 刘胜 摄

本报讯 1月20日上午，集团公司
2021年纪检工作会议在五松山宾馆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系统总结集团
公司2020年纪检工作，谋划部署今年
的重点工作。集团公司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徐五七、汪
农生、蒋培进、陶和平出席会议。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作总结讲
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
东主持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
察专员陶和平作题为《强化工作规范，
提升监督效能，为集团公司“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的纪检工作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确定 2021 年纪检工作重
点：一是进一步增强“两个维护”的自
觉性坚定性，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保
障“十四五”顺利开局；二是坚定不移
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三是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持之以恒抓好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四是推动完
善监督体系，不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
五是扎实开展“规范化建设年”主题活
动。

杨军在讲话中传达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及省纪委十届六次全会精
神，他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
觉。为此，要始终保持对“赶考”的清
醒，提高政治判断力；要始终保持对“围
猎”的警觉，提高政治领悟力；要始终保
持对党忠诚的品格，提高政治执行力。

杨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我们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
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坚守严的主基
调，抓政治监督，抓廉洁教育，抓关键少
数，抓执纪问责，坚定不移引领保障集
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杨军要求，集团公司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弘扬永远在路上
的执着精神，任何时候都决不能有喘口

气、歇歇脚的念头，决不能有初见成效、
见好就收的想法，必须全面对标正风反
腐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奋力开
创集团公司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金隆铜业公司、铜冠房地产公司、
铜冠冶化分公司等3家基层单位纪委
现场进行交流发言。

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管周俊、刘
道昆、梁洪流，副总工（经、会），集团公
司纪委委员，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
纪委书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等参
加会议。

萨百灵

集团公司2021年纪检工作会议召开

“你们开叉车把安全帽戴好，装箱
的时候当心，今天货比较多，把货都放
整齐了。”2月15日大年初四下午，在
铜陵铜箔公司厂区内，分切工段长芦
珍正在指挥着现场的叉车工把一箱箱
铜箔成品整齐排列装车。厂区内，货
车整齐停靠，人来车往，发货人员竭尽
全力协调订单发运。

据了解，当日这批外销的铜箔产
品有近百吨，即将发往重庆、江苏等
省，创造了该公司成立以来单日发货
纪录。在多环节、多部门的紧密合作
下，最终如期发货，铜冠铜箔公司喜迎
2021牛年产品发货“开门红”。

走进铜箔生产车间，伴随着‘轰隆
隆’行车移动的声音，映入眼帘的是一
卷卷薄如蝉翼的铜箔不停转出，工厂

内生产线员工加班加点，一派繁忙景
象。“进入2021年以来，铜箔销售订单
纷纷而至，目前，生产车间还有数十吨
不同规格的铜箔产品也正在紧张地生
产中，生产订单已排至 2月底。”该工
场副场长吴保华说。

为了保证第一时间将货发到客户
现场，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面对生产
任务重及春节时段发运时间紧的状
况，车间工作人员制定了详细的生产
计划，每天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工作岗
位、加班加点抢生产，忙发货。

在快速、有序地推进生产工作的
同时，该公司不忘严把质量关、安全
关，狠抓现场管理和劳动纪律，确保员
工安全生产、产品高质量完成。

周宛中 李 晶

大年初四发货忙

本报讯 2 月 15 日，年初四，宁
静、祥和的矿山节日氛围，被飞速转动
球磨机、井下出矿铲运机等生产机械
设备的轰鸣声打破，安庆铜矿各生产
工序“火力全开”，矿山按下复产的“加
速键”。

8时20分，该矿磨浮厂房内，矿党
政主要负责人先后与选矿车间班子成
员不断沟通，现场指导球磨机开球工
作。在此前的几天里，选矿车间人员
已对所有设备进行了全方面的检查、
维护，为今天的开球做好准备。经过
一系列的检查、调试、翻球工序后，8
时38分，一号球磨机、分级机顺利启
动，标志着矿山牛年生产运行正式开
启，并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完成了
二号球、三号球的启动工作。至此，选
矿车间正式投入生产。

8时30分，该矿工程工区全区上
下即进入“战斗状态”，通风人员随同安
环部一起对井下局辅扇、空气幕进行全
面检查恢复运行，正常开启压风机和西
风井主风扇确保井下供风和通风正
常。安全维护班对井下相关充填中段
的顶邦板进行安全排查、整治隐患，进
行现场安全确认。为尽快恢复井下马
19采场充填，确保充填料浆全部进入采
场，工区班子成员除留一人地表组织生
产外，全都下井和班组骨干人员参与井
下马19采场构筑临时围堰，纷纷动手，

现场装袋“垒坝”，奋战一个多小时，垒
起了一道十余米的U型坝，将料浆全部
引入采场，实现新年首场充填开门红。

“袁区长、项书记，井下负580米铜
矿仓溢矿约20吨，人员安全，一挂车皮
被冲倒，生产受阻”。 9时许，该矿机
运工区区长、书记同时接到来自井下
值班人员的汇报电话。险情就是命
令，接到电话后，工区负责人迅速向矿
调度部门进行了汇报。同时考虑到春
节期间，清理人员还没有正式上班的
实际情况，工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总
动员，支部“党员安环先锋队”队员们
积极响应、闻令而动，当天在岗20多名
党员第一时间投身到井下清理扒矿工
作中去。贯通运输通道就是责任，并
不宽敞的巷道内，鲜艳的“党员安环先
锋队”队旗格外醒目，党员、积极分子、
生产骨干人员在工区班子主要成员的
统一指挥和带领下，劲往一处使、汗往
一处流、拧成一股绳，经大家7个小时
不懈努力，铜矿仓的清理扒矿工作终
于在15时30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运输通道安全贯通，恢复生产。

15时 40分，矿调度室的大屏幕
上，各项生产指标数据急速跳跃中，调
度员余俊伟高兴的大声朗读着大屏幕
上的生产数据“矿石处理量2061吨、
铜 量7.24吨、铁砂量440吨、重介质
铁精品63.96吨。” 程海滨

安庆铜矿年初四“火力全开”按下复产“加速键”

本报讯 今年是铜冠机械公司三
年扭亏脱困的收官之年。由此，铜冠机
械公司在新年之初，通过召开职代会，
凝聚共识，确定年度方针目标，制定工
作举措，打响了响扭亏脱困的最后攻坚
战。

围绕顺利实现公司三年扭亏脱困的
经营目标，铜冠机械将以“精细管理堵漏
洞，协调联动提效率，集约经营增效益”
为重要抓手，以“利润力创五百万”为坚
定目标，从四个方面奋力展开攻坚。

首先从优化工厂布局入手，努力提
高资源利用率。以转让公司西片区土
地为契机，对整个企业工厂布置进行梳
理，坚持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原
则，腾空闲置厂房资源，按照工艺工序

要求，实行由分散到集中、由不合理到
合理调整工厂布置，发挥集中效应，减
少分散成本。同时，按照产品工序先后
顺序归置工厂布置，减少工件之间倒
运，降低内部运输成本，提高工时效率
和厂房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变革经营方式，加强成本控
制。积极促使基层单位由生产型向经
营型转变，在经济责任制考核中将单纯
生产产值考核延伸到生产产值与内部
利润结合加以考核，促使单位对成本的
关注度。增加部分对经营业绩有直接
影响单位过程控制考核，提升量化指标
的实现率。根据市场变化和产品特点，
加强对营销人员月度备件合同量的考
核，提高营销人员对备件的关注度。

第三是加大新品研发，努力实现产
品高端化。改变以往跟随和仿制的新
产品研发思路，以解决客户问题和做好
客户服务为主旨，调整新产品的研发方
向，坚持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原
则，实现由大而全向小而实和高精尖迈
进，由低端向高端攀升，突破产品同质
化的囹圄，实现产品向高端化迈进。在
新产品研发上，实行“借力和自主”创新
相结合，在“实用型”和“高精尖”上下功
夫，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金量和市场竞
争能力。

最后是大力提升产品质量，生产单
位认真依据主管部门制定的各项规则、
规程，正面引导员工实现产品质量的自
主管理，全面提升产品质量，达到质量
管控全员化，全力提升铜冠机械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王红平 秦 蓉

铜冠机械公司打响扭亏脱困攻坚战

本报讯 1月20日上午，集团公司
2021年党建工作会议在五松山宾馆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传达贯彻2020
年度省属企业党委书记抓党的建设工
作述职评议会议和2021年全省宣传部
长、统战部长会议精神，总结2020年工
作，安排部署今年任务。集团公司党委
领导班子成员杨军、龚华东、陈明勇、徐
五七、丁士启、汪农生、蒋培进、陶和平
出席会议。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龚华东主持会议。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军作
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党委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2020年是集团公司
“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集团公司发展
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集团公司党委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贯
彻中央、省委和省国资委党委各项决策
部署，发力“稳”“保”，打好“两战”，紧紧

围绕年度方针目标，团结带领全体干部
职工，稳字当头保增长，效益为先谋发
展，疫情防控、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和党
的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为打
赢“十三五”收官之战提供了坚强政治
保证。

新的一年，集团公司党委将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进
一步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强引领打基础
固根本，进一步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抓
少数重管理提能力，进一步锻造干部人
才队伍；扛责任严监督转作风，进一步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兴文化聚人心增能

量，进一步营造发展良好环境。
冬瓜山铜矿、天马山矿业公司、金隆

铜业公司、安徽铜冠铜箔公司、铜冠矿建
公司等5家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向集团
公司党委现场述职，杨军逐一作了点
评。参会人员对31家基层党委（直属党
总支）书记抓党的建设工作进行评议。

集团公司、股份公司高管周俊、刘
道昆、梁洪流，副总工（经、会），集团公
司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二级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纪委书记，各部门党
政主要负责人，部分“两代表一委员”及
党员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萨百灵

集团公司2021年党建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春节期间，铜冠冶化分
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2月11日
至17日，共生产硫酸1.55万吨、球团
2.71万吨、发电295.11万千瓦时，用红
红火火的生产佳绩开启牛气冲天的新
牛年。

为抢抓产品市场价格回升的有利
时机，该分公司提前统筹安排好春节假
期生产计划、疫情防控、安全环保、设备
管理、人员值班等各项工作，确保新年
生产稳产高产。春节期间，该分公司两
级领导班子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生产
第一线，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值班人员
24小时值班制度，深入基层班组慰问坚
守一线职工。加强生产交接班管理，严
查酒后上岗等“三违”行为，强化安全风
险管控，严防事故发生。严格门卫值
班、巡查制度，把好入厂人员体温检测、
绿色健康码出示等疫情防控关，压实春
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积极落实环境治理提升专项行动，
确保各项环保指标稳定正常，废气、废
水达标排放，厂区环境卫生保持整洁。

该分公司紧扣新年方针目标，围
绕“提质增效年”主题，着力抓好原料
品质及供应保障和配料组织工作。春
节期间，坚持全面成本管控，科学合理
调整配料结构，确保硫酸、球团生产入
炉，稳定系统工艺和产品指标，效益最
大化组织生产。通过开展节前形势任
务教育，充分调动员工生产积极性，加
强岗位之间工作协调和生产数据统计
分析，优化工艺指标，突出精细化操作
管理，严格班组成本考核，提高生产管
控水平。加大设备点、巡检及维护保
养工作，实行重点设备全过程把控，春
节期间硫酸和球团系统开车率分别达
到98.8%和100%，有力保障生产稳定
高效，在实现首月开门红的基础上，力
争实现首季开门红。 胡永斌

铜冠冶化分公司春节生产红红火火

春 节 期
间，天马山矿
业公司工会
举办了迎新
春职工投篮
比赛，来自各
分工会的 10
支代表队共
70 名选手参
加 了 比 赛 。
图为比赛现
场。
朱 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