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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6 日上午，党中
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集团公司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龚华东、丁士启、胡
新付、汪农生、蒋培进、陶和平、周俊，
股份公司高管，集团公司副总工（经、
会）、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在集团公司
四楼大会议室集中收听收看江泽民同
志追悼大会现场直播（如图）。

国旗半垂，举国同悲。上午10时
整，追悼大会正式开始。会场庄严肃
穆。主席台以银灰色为底色，台口上
方悬挂黑底白字横幅：“江泽民同志
追悼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江泽民
同志的巨幅彩色遗像。江泽民同志的
骨灰盒安放在遗像前的鲜花翠柏丛
中，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
率全家敬献的花篮摆放在江泽民
同志的骨灰盒前。6名礼兵持枪肃
立，守护在两旁。哀乐低回，全场肃
立，全体现场人员怀着悲痛的心情默
哀3分钟。默哀后，人民大会堂奏响
庄严的国歌。习近平总书记致悼词
后，全场深深三鞠躬，深切缅怀江泽民
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寄托无
限哀思。上午10时55分，追悼大会
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萨百灵

集团公司党委领导班子集中收听收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现场直播

本报讯 指尖动起来、内容读起
来、宣讲说起来……自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后，铜山铜矿分公司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
政治任务，高度重视，迅速落实，精心
部署，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采取“线下集体学+线上自主学”的方
式，让全矿党员干部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牢记于心、落在实处，以更加昂扬向
上的姿态奋进新征程。

原原本本认真学。该分公司第一
时间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中
心组成员发挥“头雁效应”，在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率先垂范、
做出表率，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
相互交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的关键词、关键句，准确把握贯穿其

中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带头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各基层党支部
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政治
学习日等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逐
字逐句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掌
握其核心要义、精髓实质，做到学习全
覆盖。

创新方式灵活学。该分公司充分
利用媒体平台作用，使党员灵活学习，
随时随地学习，让学习更便捷、更高
效。通过微信工作群及时转发党的
二十大报告全文、《中国共产党章程》
以及相关评论文章等学习内容，并利
用“学习强国”APP、“国资ｅ学”
APP，引导党员利用碎片时间，随时
关注“焦点新闻”“重要评论”，系统学

习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观点、新论
断、新要求。同时，该分公司还结合
学习《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党的二
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二十大党
章修正案学习问答》等辅导读物，通
过广泛开展“讲授一堂专题党课”“办
好一次主题党日”“参与一次线上答
题”的“三个一”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中来，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和丰富内容，真正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融入工作深入学。该分公司坚持
学用结合、学以促用，把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与做好公司各项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特别是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和矿山安全环保、生产经营、创新发

展、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前发
展实际，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
措、提升工作干劲，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转化为实干担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抓好学习贯彻、抓实安全生产、抓
牢疫情防控，真正做到学在深处、谋在
新处、干在实处，为分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我将
实打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外协管理项
目部各项工作，努力解决职工身边的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职工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的
心坎上。”该分公司外协管理项目部党
支部书记王勇表示。

张 霞

铜山铜矿分公司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汇聚发展动能

本报讯 “听完宣讲，我们对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目
标，有了更深的认识，备受鼓舞。”安徽省
劳动模范、冬瓜山铜矿掘进一区凿岩台
车工杨邦能说，作为矿山一名一线员工，
我们要把时代赋予的使命融入日常工
作，不断提高工作技能，为矿山发展再
立新功。

自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该矿党
委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摆在工作的
首要位置，在全矿迅速组织开展党的
二十大精神大学习、大宣讲、大培训、

大调研、大落实，推动党的二十大提出
各项目标任务在全矿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12月 5日，集团公司党委“举旗
帜·送理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宣讲团宣讲会在该矿办公楼会议室举
行，尽管已是大雪节气，寒气袭人，但
现场热烈庄重的气氛让矿山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如沐春风般温暖心田。会
上，集团公司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
成员、该矿党委书记毛荐新作了宣讲，
他从深刻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的重大
意义和主要成果、深刻学习领会过去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
深刻学习领会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历史责任、深刻
学习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深刻学习领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
标任务、深刻学习领会以伟大自我革
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深
刻学习领会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等方
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系统宣讲
和深入阐释。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大
家认真聆听、仔细做笔记、深刻思考。
聆听完宣讲后，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

学习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内涵，
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努力提升专
业技术水平，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业绩，用持之以恒的坚守和精益求
精的追求，以实际行动贯彻好、落实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

连日来，该矿两级党组织采取领
导干部带头宣讲、宣讲团专题宣讲、直
接或网络微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面
向基层、面向职工群众的对象化、分众
化、互动化宣讲，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车间，到班
组。 汤 菁

冬瓜山铜矿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本报讯 “你们的口罩、消毒液等
防疫物资储备的怎么样？”“你们的防疫
规定是否执行到位？”“你们是如何做好
外来人员的报备、管控工作的？”

疫情再度来袭，防控态势依然严
峻。12月2日下午，张家港铜业公司
纪委闻“疫”而动、向“疫”而行，坚持“疫
情防控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
哪里”，发扬既督又战精神，全程跟进监
督、一线精准监督，织密疫情防控监督
网，确保防疫生产两手抓、安全发展两
不误。

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要求，该公司纪委迅速展
开疫情防控督查，对各部门、重点岗
位、重点环节进行持续检查。督查人
员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门卫、产品运
输等重点领域是否严格按要求落实
扫场所码、规范佩戴口罩、查验核酸
证明等情况开展检查，现场指出问题

及整改要求 3项，并现场督查整改，
做到不整改不退场，督促相关部门以
最高效率、最严措施、最硬担当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督促干部
职工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要求坚
持“两点一线”,近期不聚餐、不聚会、
不聚集,严格按防疫规定进行核酸检
测,做好健康监测和个人防护，齐心
协力筑牢防疫屏障，保证生产、生活
正常有序。

“疫情不解除，督查不停止，我们要
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责，把疫情防控监
督检查作为当前的监督任务，全力筑
牢疫情防控‘安全线’。”该公司纪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公司纪委将
继续紧盯疫情防控各环节，持续加大
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以强有力的督查
问责手段推动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工
作落细。

黄军平

张家港铜业公司纪委

全力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本报讯 11月24日，池州市疫情
突发，金磊矿业公司紧急召开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沉着冷静应对疫情防控，决
定实施封闭式管理和生产。

该公司大多数员工居住在池州
和铜陵市区，为避免人员流动加大
传播风险，自 11 月 24 日起，停运开
往铜陵的班车，全体员工（含外协单
位）一律禁止离开铜山，已在池州的
员工禁止返回铜山境内。该公司领
导班子以身作则，带头坚守岗位，上
下齐心。为保障正常生产，外来公
司业务人员由该公司对口部门从严
落实管理。发货车辆或外来送货车
辆进出，需提前一天向铜山镇防疫
办报备信息。严格要求货车司机提
供 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并且在显
化路口和加工区尽可能不下车，货
装完或卸完后及时返回。员工进出

加工区须全程佩戴口罩，非必要不
与外面的人接触。

该公司及时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党支部纪检委员对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监督，聚焦责任落实，强化纪律管
理。加强“人、物、环境”同防，定期安排
专门人员在销售相关场所进行消毒，确
保万无一失。针对冬季天气寒冷和疫
情形势，该公司综合部加强与员工的沟
通和思想教育，深入了解员工在日常生
活和生产中存在的困难，稳定员工精神
状态；商务部统筹做好应急物资采购，
保障员工正常生活；安环部加强安全检
查，强化冬季用火用电安全、防寒防冻
措施，确保稳定生产；加工中心自觉遵
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全力以赴抢生
产。

余 娟

金磊矿业公司

加强疫情防控保生产

本报讯 12月1日10时18分，铜
冠矿建公司承建的敖包锌矿南边坡治
理工程开工典礼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
温下举行。

敖包锌矿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鑫都矿业旗下位于蒙古国
苏赫巴托省境内的露天矿。由于锌矿
南边坡突现下移滑沉严重影响到底部
露采安全，业主单位急需一支敢打硬仗
善打硬仗的队伍，能够克服蒙古冬季的
严寒天气，按时完成边坡治理工作，保
障锌矿的正常生产。

11月27日，铜冠矿建公司从中色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接过这项富有挑
战性的工程，并被要求在7个月内完

成64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卸载和抗滑
桩及高压钻孔注浆工作。该公司急
业主之所急，积极部署，迅速安排工
程技术人员编写施工方案，同时要
求铜冠矿建（蒙古）公司立即组织人
员设备进场。国内管理和技术等专
业人员也纷纷主动请缨，奔赴施工
现场，11月 30日，2台美国进口的大
型挖掘机和4台 40吨的重型矿卡入
场。

往年冬季严寒下，敖包锌矿从未组
织过生产，但在短短3天时间内，该公
司组织设备和相关人员到现场并准时
开工，受到矿方的高度认同和赞赏。

项兴成 赵善鹏

铜冠矿建公司承建敖包锌矿

南边坡治理工程开工

铜陵铜箔公司员工日前正在生产跟踪锂电箔质量。铜陵铜箔工场党支部坚
持把党建工作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中，以“夯实基础、精细管理、安全生产”的理
念，从设备管理上下功夫，在节能降耗上寻实破，在生产经营上见成效，积极打造
成为“产品产量质量优、员工业务技能高、安全环保管理强”的锂电箔先锋企业。

王红平 刘汤青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冠电工公司
以“三个抓好”强化“三个盯住”，持续夯
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

以“抓好责任”强化“盯住人员”这
个关键。该公司深入学习贯彻《安全生
产法》，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为目
标，深化领导干部分级包保和夜间带班
值班制度，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树立“大安全”理念，人人都是责
任人、监督员和受益者，时刻保持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的安全忧患意识，共同
拉起防线、坚守底线、不碰红线，以对自
己负责、对工作负责、对企业负责的态
度去讲安全、抓安全、保安全，共同拉起

防线、坚守底线、不碰红线；开展“文
化＋安全”活动，营造全员、全时、全场
合讲安全、抓安全、保安全的浓厚氛围，
实现安全观念、安全意识、安全态度的
固化，有效地促进“要我安全”到“我要
安全”的观念转变。

以“抓好措施”强化“盯住现场”这
个主体。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基础上，该公司深入落实“管好现
场、管住风险”要求，确保现场安全有
序。强化现场“三管住”：管住人，确保
现场作业人员按要求、按标准落实安全
措施，从源头防范人身安全风险；管住
安全工器具，做好全部作业现场安全工
器具的全检全查，确保安全工器具符合

各项要求；管住安全措施，严格按照技
术规范、审定方案和工作执行现场安全
措施，确保安全措施全覆盖、无死角。
该公司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现场检查督
导，做到“抓一个现场消除一类风险，抓
一个违章解决一类问题”。积极开展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着重检查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控制情
况，对皂化液、绝缘漆、危化品库等重大
危险源位置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拉网
式大筛查，坚决把安全生产隐患和漏洞

“找在前、堵在先”。
以“抓好典型”强化“盯住质量”这

个根本。该公司结合国务院“十五条硬
措施”和集团公司安全制度要求，修订

完善安全生产管理细则，健全隐患排查
治理机制，开展设备安全重点隐患排
查，加强日常设备巡检，尤其是熔炉轧
机、漆包机、镦球机等重要设备的维护保
养工作，深化“一停多用、逢停必检”工作
措施，稳步提升设备健康水平，在设备运
维检修等各个环节强化设备全寿命周期
质量管理；加强产品质量管控监督，深入
开展磷铜球质量管理体系和完善漆包线
产品质量控制方案梳理，对过程控制指
标进一步细化，提高现场工艺操作和操
作标准的规范性；围绕消防安全、机械
伤害等内容，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和反事
故演习，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能
力，强化风险防控措施。 华 伟

铜冠电工公司
“三个抓好”夯实安全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