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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4月
1日上午，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宣
讲报告会在省国资系统举行。省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李中主持报告会，省
委宣讲团成员、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周本银作宣讲报告。集团公司领导杨
军、陈明勇、徐五七、胡新付、丁士启、汪
农生、蒋培进、陶和平、周俊在机关主楼
分会场出席视频会议。

报告会上，周本银围绕“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大意义”“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全
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四个
方面进行了全面准确、深入浅出的宣
讲，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为什么
学、学什么、怎么学、达到什么目的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强调了新时代学
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对开启新的
征程、创造新的伟业的重大意义。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报告政治
站位高、理论阐释深、历史纵深强、结合
实际紧，让大家共同接受了一次既生动
又深刻的党史教育，听后进一步深化了
对党史学习教育“为什么学、学什么、怎
么学”的认识，深受鼓舞和启发。

股份公司高管，集团公司副总工
（经、会），机关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
铜陵市内各基层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
聆听了报告会。

夏富青

集团公司在分会场参加视频会议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省国资系统举行

本报讯 4月1日下午，邮储银行
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卜东升来

集团公司走访。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军在铜陵有色展示馆会议室

会见了卜东升一行（如图）。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汪农生参加会见。

杨军对卜东升一行来访表示欢
迎，感谢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多年来
对铜陵有色发展的大力支持，希望邮
储银行安徽省分行能加大中长期资金
贷款，并在满足股份公司资金需求的
同时，向集团公司层面提供资金比重
倾斜。

卜东升感谢铜陵有色对邮储银行
安徽省分行的支持，希望双方下一步
能开展进一步的深度合作，邮储银行
安徽省分行将拿出更好的服务和资
金，支持铜陵有色更好地发展。

会见前，卜东升一行还参观了铜
陵有色展示馆。

集团公司财务部、股份公司财务
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见活动。

王红平

杨军会见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卜东升一行
本报讯 截至3月27日，铜冠（庐

江）矿业公司处理矿石84.36万吨，完
成季度计划任务102%，生产铜量3432
吨，完成季度计划任务102%，顺利实
现首季生产开门红。

这个公司强化生产组织，科学制定
作业计划，有序衔接生产、选矿、提运各
个环节。强化选矿工艺管理，保障生产
高效稳定。推进重点工程进度，综合智
能仓库自动化项目有序施工中，仓库安
防门禁系统投入使用。粗砂利用项目
一次性联动试车成功，建成尾砂分级利
用生产线，并成功启动尾砂产品发售。

这个公司不断强化内部管理，想方
设法拓宽利润空间，把降本增效与精益

管理有机结合，以制度修订为抓手，梳
理生产作业流程，科学编制经营预算，
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新拟定制度
45项，修改制度70项，废止1项，正在
进行标准化审议。创新绩效考核方式，
将生产铜料、成本、利润作为关键核心
指标，纳入组织绩效考评，助力实现首
季生产开门红。

这个公司在安环管理上做好文章，
推进风险隐患智慧平台投入使用，部署
安全生产三年整治行动；扎实推进5S
精益管理，开展月度专项检查，内网新
增5S管理曝光台，已曝光隐患40条，
全面推进安环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邢应甜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实现首季生产开门红

本报讯 3月31日，张家港铜业
公司纪委“廉廉365”网页正式上线，
该网页是公司纪委适应党风廉政建设
新形势、新要求，加强企业廉政宣传教
育监督网络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

网页名称“廉廉365”，寓意一年
365天，天天都是廉洁日。

网页共设置5个专栏，主要包括
政策法规、纪检信息、廉政教育、监督
曝光、学习资料。同时，网页将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安徽纪检监察网、江
苏省纪委清风扬帆网、铜陵有色集团
公司纪委廉政之窗青莲网做了“友情
链接”，更方便受众了解中央、省纪委
和集团公司的反腐倡廉信息，为广大
职工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便捷
的学习教育平台。

陈金龙

张家港铜业公司纪委
“廉廉365”网页正式上线

1至3月份，金威铜业分公司产品产销量实现同比增长14%，实现首季“开门
红”。该公司紧紧围绕年度方针目标，积极主动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强化市场开
拓，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图为员工在认真操作。 黄军平 摄

本报讯 3月30日下午，工程技
术分公司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开
讲，首堂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在该
公司党委书记以“如何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为主题的专题党课中
拉开序幕。

专题党课上，该公司党委书记结
合自身学习党史心得体会，深入浅出
生动讲述了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
通过结合公司实际，引导党员领导干
部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切实增强学好党史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认真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从
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
神力量，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拼搏
精神，加强自我审视，筑牢信念之
基，永葆先进本色，传承优良作风。
要把握目标任务，严格对标认真学，
围绕“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以“党课开讲啦”活动为主
线，深入有序推进领导干部讲党课、
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党员微党课
等活动开展。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推动工作和提高效率的力量源
泉，注重学用结合，真抓实干务实
学，锐意进取、对标争先，进一步推
动各项管理工作上台阶，确保年度
方针目标如期实现，奋力推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

丁 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开讲

本报讯 今年以来，5S精益管理
成为铜冠池州公司全员口中的“高频
词”，从决策层到执行层，安全环保与
5S 管理被并联成一体解读，在落实集
团公司要求中，逐步形成从上至下思
考，由下而上执行的5S精益管理格局。

“安全环保与5S管理是每个部门
的重心工作，加深认知，改变认知，修正
姿态，用积极心态合力攻坚。”“正确认
识公司的5S精益管理还处在初级阶
段，各级管理人员要延展思维，引导全
员参与。”在该公司3月底经理办公会
上党政负责人共同发声。

“安全环保与5S管理为什么要连
成一体？”突出5S精益管理重要性的同
时，以反问做设问，推进各级管理者的
思维模式转变，逐级引导下一级的参与
意识。从行政管理架构上入手，一级管
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建立标准，以
宏观带微观，导入维持到改善台阶式管
理思维，设立“管控、改善、优化、提升”
四个层级标准，递进式循环改进。

在生产管理部门，31名中层管理
人员领到“军令状”，他们要对58个重点
包干区域行使5S管理权。据该部门负
责人陈六新介绍，落实5S精益管理要
求，给每个管理人员划分一块“责任田”，

负责指导、协助、督促片区内的各类整改
落实，带动班组成员执行。根据制定的
5S网格图标准及提升进度计划，对片区
常态化核查，并与网格图内责任人沟通，
协助落实现场管理。

在该公司，5S精益管理归属于安
环机动部牵头管理，每周的经理办公会
必须汇报整改落实情况，公司党政负责
人针对基层整改情况加以点评，动用公
司资源全面覆盖，促进基层的执行力
度，逐步形成要求严、标准高、整改快由
下而上执行的管控局面。

据了解，在近期集团查、公司巡、部
门找多方发现的问题中，该公司技术中
心分轻重缓急，列出43个项目施工作
业情况汇总表。运用全公司力量，打破
行政管理桎梏，推倒“部门墙”，针对重
点、难点问题，形成安环、技术、生产、商
务多部门联动参与改观的推动格局。

党政一盘棋推动，从党员先进性着
手，竖党旗、攻难关，公司班子成员带
头，汇聚机关科室力量，对5S精益管理
中的难点以开展党日活动形式集中突
破，相继对生产区域的库房、办公楼绿
化带实施整顿清理，激发党员带头，引
领全员参与。

张 军

5S精益管理成铜冠池州公司
员工口中的“高频词”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组织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支部结对“机关携基
层推动5S及设备见本色”整治活动，
使矿山5S精益管理及安全环保工作
得到进一步全面提升。

自3月29日以来，矿山无论是地
表还是井下，一面面鲜红的“党员安
环先锋队”队旗直插各处整治场地
最中央，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
胸佩党徽的党员，在队旗的引领下，
打响矿山“5S及设备见本色”整治攻
坚战。

在磨浮车间，这个矿保卫党支部
提前与攻坚点所在单位选矿党支部进
行了沟通和谋划。两支部党员分工有
序、配合默契，有给设备除锈的、有给

设备刷漆的、有除尘保洁的，虽然现场
灰尘和噪音都很大，每个人脸上、衣服
上都布满了灰尘和汗水，但没有一个
人叫苦叫累。经过3个半小时的不懈
努力，现场的设备及环境得到了很大
地改观。

在充填站，来自这个矿党群党支
部、工程党支部党员们，有的用小锤敲
击凝结的水泥残迹、有的用平铲一点
一点清理钢梁上的污渍、有的用纱头
和拖把对设备进行擦拭、有的钻进狭
小的缝隙展开清理。不管是老党员，
还是入党积极分子，都全身心地投入
清理，大家忙而有序，仔细认真，经过2
个小时的苦干，设备钢架经清理洁净
了、油污清除了，也露出了本色。

在井下负580米运输大巷道，由
这个矿生产、机运两支部党员干部、建
党对象、积极分子，在部门、单位班子
的带领下，争先恐后地投入到整治创
建工作中去，3个小时共清理淤泥碎矸
石20余吨。

“要切实把这次活动组织实施好，
真正起作用、见效果，不能流于形式、
做做样子，要真干真动，要有‘钉钉子’
精神，确保活动见成效、整治设备见本
色。”这个矿党委负责人李友忠每天来
到活动现场都反复强调说，并肯定了
各支部几天来开展“机关携基层推动
5S及设备见本色”整治活动所取得的
成效。

程海滨

安庆铜矿“机关携基层推动5S及设备见本色”整治见成效

本报讯 日前，铜山铜矿分公司
运转车间员工的一项合理化建议，在
压风机房安装欠压报警装置，风压不
够时自动报警，既能及时调整风压，又
能避免选矿球磨机和压滤机因风压不
够产生故障，同时每年还能节约电力
和维修成本10万元以上。

铜山铜矿分公司运转车间承担着

该公司供风、提升、排水等任务，设备
多，管理难度大。在压风机给选矿车
间球磨机和压滤机供风过程中，该区
电工发现一旦风压不够，就会造成球
磨机齿轮打滑、易烧毁齿轮片；压滤
机阀门无法打开、产生机械故障等
问题，严重时可造成生产系统停
产。该区电工隋永东、李浩经认真

观察、研究、分析，建议在压风机房
增设欠压报警装置，一旦风压过低，
设备自动报警，操作人员可及时开
机调整风压。同时，设备发生故障
也可第一时间被发现，便于检修人员
检修，此外还可以避免设备频繁开启
造成的电力浪费。

潘敬虎

一项小建议节约10万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
扬雷锋精神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3月 25日上午，
铜冠建材公司团支部联
合铜陵市雷锋车队志愿
者协会开展了“爱老敬
老”活动。

当日，铜冠建材公司
团员青年志愿者和雷锋车
队志愿者带着幸福村石城
爱心老年公寓、友好社区
及朝阳社区共计 21 名老
人 到 西 湖 湿 地 公 园 踏
青，让老人们享受明媚
的阳光，欣赏美丽的风
景，感受来自社会的关
怀 。 这 些 老 人 年 龄 较
高，多数腿脚不便需要
坐轮椅，志愿者们陪伴
老人坐观光车游览后下
车赏花，更是细心地搀
扶、推轮椅，热心地陪老
人聊天，给他们拍照，老
人们脸上露出幸福快乐
的笑容。游览结束后，
铜冠建材公司团员青年
为每一位老人送上水果
和毛巾、牙膏、香皂等生
活用品。

此次活动开展得到了
老人们的高度赞赏和好
评，因为行动不便老人出
游机会少，受邀出游的老
人们纷纷感谢铜冠建材公
司和雷锋车队为他们送来
的关怀和温暖。铜冠建材
公司团员青年一致认为此
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均表
示今后会多多参加公益活动，为社会
多做贡献，体现铜陵有色国企员工的
社会担当。

此次公益活动共有铜冠建材公
司团员青年及雷锋车队 24 名志愿
者参加。

江 君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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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日上午，清明前
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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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和平来到笠帽山烈士陵
园向烈士英名墙敬献花篮，深切缅怀
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烈
士的无限哀思。

进入笠帽山烈士陵园，集团公司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径直来到铜陵烈士
英名墙前，面向烈士英名墙，集体静默
肃立，共同为烈士默哀1分钟，并向英
名墙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
悼念和无限敬仰（如图）。

接着，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军缓步走上前，在集团公司党委敬
献的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随后，移步英名墙左侧，面对鲜红
的党旗，杨军带领集团公司党委领导
班子成员一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
严地重温了入党誓词，表达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的
坚强决心。 王红平

集团公司领导到笠帽山烈士陵园缅怀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