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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
为鉴，
可知兴替。读史可以明智，可以汲
取养分、
陶冶性情。”翻开《创造成就未
来》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便如
同走进铜陵有色 60 多年波澜壮阔的火
红岁月，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生
动的述说、一件件难忘的故事，让我体
味世事的沧桑、奋斗的艰辛，从中品尝
到创业的艰难、建设的不易。三卷 220
篇，
100 余万字，浓缩了几代铜陵有色
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极为艰苦的环
境里、极为艰巨的创业中，不畏艰险、不
怕困苦，励精图治的奋斗历程，展示了
铜陵有色从解放初期的一个残破的小
矿，建设成为一个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
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轨迹；讲述者有德
高望重的省部级领导、功勋卓著的老红
军、老战士，有专业技术骨干、科班出身
的学者，也有来自生产一线的劳模先
进、普通民工、生产能手，贯穿起来就是
一部有声有色、巨制恢弘的铜陵有色创
业奋斗史、一曲精彩纷呈的交响乐、一
幅浓墨重彩的写意画，正是这一代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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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读“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有感
——
陈文革
的铜陵有色人，是他们用青春、热血和
汗水，创造了铜陵有色昨日的奇迹，是
他们用智慧、拼搏和实干，成就了铜陵
有色今天的辉煌。在此谨向所有的铜陵
有色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细细翻阅心难平，字字品味倍觉
沉。铜陵有色奋进的六十五年，是艰难
曲折的六十五年，是迎难攻坚的六十五
年，更是凤凰涅槃的六十五年；从最初
的单一采选冶，到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
面发展，从精干主体拓展两翼到再建一
个铜陵有色，打造千亿元企业，雪球越
滚越大、道路越走越宽、远景正通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和苦干一步一步化为现
实，铜陵有色这艘巨轮正在新经济浪潮
中博浪前行。
从前辈的讲述中，我感知到创业的
艰难；铜陵解放时，唯一的矿山仅有平
巷 200 多米，斜井近百米，连同房屋、设

企业工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工作的桥梁和
纽带，
在推动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和谐社会方面
有着明显优势，
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企业工会在
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等方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
极贡献。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
下，企业工会组织必须发挥好群众组织的独特
优势，
自觉维护和谐企业的能力。
一、必须在“两个服务”中定位，发挥工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服务职工、服务大局是工会工作的落脚点
和归宿点，在做好这“两个服务”中找准定位，
充分发挥工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
服务职工是基层工会开展工作的落脚点。
工会组织就是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与广大职
工群众有着直接的工作关系，服务体现在要及
时地将上级党委的工作决策与中心任务迅速地
贯彻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将其变为广大
职工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
基层工会既是党委
工作的宣传者，
又是开展群众工作的组织者。
服务大局是基层工会开展工作的归宿点。
工会组织就是要将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所
遇到的难点，热点问题及合理化建议及时地传
递给党委，便于党委及时了解民意，掌握民情，
把握方向，
正确决策，
确保政令畅通，上下和谐。
二、必须在“两个加强”中提高，发挥工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指导和引导作用
加强领导，加强队伍建设是做好构建和谐
社会工作的关键。工会组织要把广大职工团结
在党的周围，把广大职工的智慧凝聚到建设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上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贡献力量。
要加强组织领导，要充分发挥基层工会
组织在推进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工会干
部必须要认真切实地做好这项工作，要加强
政治学习和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要紧紧抓住当前
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契机，加强对
干部的教育，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提高业
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坚持和全面推行‘一线工
作法’。工会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坚持调研到
一线、决策到一线、维权到一线、服务到一线。
同时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培训教育，以适应
新形势发展的新需要。
要加强队伍建设。工会要把提高职工整体
素质，组织职工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贡
职
献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加强职工的社会公德、
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推动创建文明行为、文
明单位、文明班组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深入发展，
在职工中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
争当知识型职工活动。引
导职工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
想观念，增强职工的学习能力、竞争能力、创业
能力，
推进职工队伍知识化进程，造就高素质的
职工队伍和大批的拔尖创新人才。
三、必须在“两个联系”中落实，发挥工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维护和促进作用
联系实际、
联系群众，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联系实际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不仅将
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工会周围，而且增进工会与广大职工
群众的互相了解、
互相沟通、互相信任、
互相支持。广大职工群众
通过参与“职工之家”活动，有知心话主动找基层工会讲，有难
题主动找基层工会解决，
真正感受到基层工会大家庭的温暖，从
而使广大职工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
团结协作，
齐心合力构建和谐社会。
联系群众就是要切实解决困难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加大帮扶力度，
做好维护工作。做好对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维
也是工会工作的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既是工会的一项基本职能，
一个重要品牌，
更是工会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对
此，基层工会组织就要不负使命，铁面无私，积极主动配合有关
部门切实维权，
让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及
时化解新矛盾，
为构建和谐社会祈祷维护和促进作用。
四、
必须在 “两个创新”中搞活，
发挥工会在构建和谐社会
中凝聚和支撑作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工会组织也必须要坚持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
要创新思维方式。要克服单纯地就工会抓工会工作的思维
模式，坚持从企业生产、经营、建设、改革的大局出发去思考问
题，
去布置工作，去组织监督。只有这样，
工会工作的领域才会不
断拓宽，
工会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才能贴得更紧，作用
才能发挥得更大。
要创新工作方法。要注重改进单纯的“调研——
—计划——
—
检查——
—平布——
—表彰”工作方式，坚持把握大局，为基层工会
营造更大的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空间，逐步形成一种企业总体布
置，各单位自己活动，层层具有特色，职工积极参与的生动活泼
的工作局面。
李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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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仅价值 90 余万元，最早的建设者们
仅依靠国家的 13000 多斤小米，就在昔
日破烂不堪的废墟上，开始了铜陵有色
最初的创业，他们住地窨子、干打垒、茅
草屋，吃粗杂粮、饮溪水，干的是出矸子
“骆驼机”打
用人力绞车一筐筐的提，
干眼，粉尘漫天飞的艰苦活，他们移山
填壑、风餐露宿，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
在荒凉破败的荒草地上，恢复了铜官山
矿井及选厂建设，建造了第一个自行设
计的铜冶炼厂，建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初具规模的有色金属采、选、冶联
合企业，铜陵有色今天的规模、所创造
的效益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成
不变的是铜陵有色人艰苦创业的精神
不变，难中求进的信念不变。从创业者
回忆中，我回味建设的艰苦；卢荣景书
记难忘当年：有点荤菜，干部基本不吃，
尽量让工人吃，党员干部带头吃苦；看

到刘玉恩经理面对 10 万大 众 饥肠 辘
辘，曾有三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没有
歇过一个礼拜天；看到胡银仙师傅为抢
修硫酸转化器烟道，在狭小空间连续焊
接直至晕倒被抬出；看到“开发矿业硬
骨头”的张维宽哪里艰苦哪有他，长期
超负荷辛勤劳动直至牺牲在工作岗位
上；看到有的职工为了会战、为了新厂、
新矿、新设备的建设、研制，推迟结婚、
隐瞒病情、放弃回家，他们以苦为荣、苦
中作乐，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们自
豪骄傲我是“有色人”、难舍难忘“四十
“往
八载有色情”；他们“情系有色”、
事不如烟”，
“历经磨难十年铸一剑”；
“成似容易却
他们“创业艰苦凯歌还”、
艰辛”，他们更是铭记“催人奋进好岁
月”、真真难忘“拳拳矿山赤子情”。
掩卷而思，思前人以苦为荣创基
业；开怀遐想，想今朝艰苦奋斗绘新篇；

舞蹈《碧波孔雀》

仔细回味，丛书中一种“敢拼”的精神
龙脉贯穿其间；叶尚初“战火区，咬着
牙，别着劲，循环打钻，倒下喝口水又冲
上去，什么叫前仆后继？什么叫舍生忘
死？凭着血肉之躯取得了火区夺铜的伟
大胜利”；胡绍水硬是 11 年干了 34 年
的工作量，出矿 31.9 万吨，拼的是要争
口气、要夺第一；为了凿筑第一口千米
深井，中都矿建奋力战涌水，攻坚人员
在水热烫手、湿度近 100%、氧气不足的
井下车轮战，昏倒抬到井口吸几口新鲜
空气醒来接着干；铜山矿在面临选矿厂
地基大面积滑坡垮塌时，全员齐上阵，
轮班突击干，仅 15 天就完成场地平整、
上千平方米厂房加固，45 天完成新浮选
系统建设；千淘万漉虽辛苦，风雨之后
见彩虹，正是凭着这样一股敢拼的劲
头、敢闯的猛劲，铜陵有色才由弱小走
向强大、由单打独奏发展成为超级航母

王红平 摄

严格工作程序 健全工作制度
多年来，铜冠物流公司严格按照
发展党员 “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
证质量、
慎重发展”十六字方针，严把
关口，高质量、高标准地做好发展党
员工作，完善和保证新发展党员质量
的新机制，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
中不断创新，严格落实团员青年“推
优”制、
入党积极分子考学制、发展对
象预审制、发展党员公示制、发展党
员票决制和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发
展党员规章制度，使发展党员工作逐
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确保了发展
党员质量。
一、规范操作，严把发展党员的
“程序关”
为了保质保量做好发展党员工
作，有针对性地对发展党员工作的有
关程序提出明确要求，不断优化党员
队伍结构，坚持 “成熟一个发展一
个”的原则，为党组织不断输送新鲜
血液，铜冠物流公司党委在具体工作
中，
坚持做到严把“四关”：
1、政治审查关：铜冠物流公司力
推实地调查严考察，抓好发展党员工
作。对基层党支部申报的发展对象的
综合材料，即发展对象的培养教育考
察过程、政审情况、党内外群众意见
情况、培养人及支委会情况逐一进行
审核把关，并按照“五看”内容进行
审查，深入发展对象所在的单位和部
门，通过检查各党支部发展党员过
程，个别谈话、走访党员群众等方式，
对发展对象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了
解和摸清每一名转正党员、发展培养
对象的入党动机和思想脉搏，严把党
员入口质量关，保证了新发展党员的
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2、教育培训关：一是通过理论学
习培训，
解决“思想上”入党问题。每
年公司都举办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班，组织入党积极分子系统地学习
《党章》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和基本知识的系列教育。二是通过实
践锻炼，
解决“行动上”入党问题。主
要采取交任务、压担子的办法，来考
验积极分子处理问题的能力及态度，
根据每个积极分子的特点，分配一定
的工作。通过“导师带徒”，做好“传
帮带“；让优秀团员青年参加“青年
文明岗竞赛”，并积极参与“温暖工
“雷锋奉献
程”、
“交通文明劝导”、
日”等社会公益活动，让每位入党积
极分子亲身参与社会实践，都能在实
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培养道德情操，
增强党性修养。
3、严把公示关：实行“三公示制

度”，
确保员工实施监督权。对拟确定
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人的基
本情况、工作履历和现实表现进行公
示；对经支委会讨论拟提交支部大会
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的
培养考察和支部审查情况进行公示；
对预备期满，经支委会讨论拟提交支
部大会讨论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情
况进行公示。把提高员工公认度、扩
大员工知情权、参与权贯穿于发展党
员工作全过程。
4、入党审批关：严把审批关，保
证党员质量，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物流公司坚决做到“七不批”，即不
在年度培养计划中的不批。未经一年
以上重点培养考察的不批。未经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或考试不合格
的不批。政治立场不坚定、入党动机
不纯洁、工作业绩一般的不批。入党
手续和材料不完备、程序不符合要求
的不批。未经公示或公示情况不明的
不批。群众反映的问题未查清的或党
内意见不一致的不批。
二、健全机制，狠抓落实，确保发
展党员工作制度化
铜冠物流公司在严格落实集团
公司组织部要求的“推优”、考学、预
审、公示、票决和责任追究等制度的
基础上，根据公司实际，进一步建立
健全了一系列发展党员规章制度。
一是坚持年初上报发展计划制
度。发展党员工作，要从贯彻党的基
本路线的要求出发，坚持标准，保证
质量，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进行。
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党员，不是简
单化的“分指标、卡比例”，党群工作
部每年都认真制定年度组织工作要
点，对发展党员工作进行规划部署，
提出目标要求，基层支部根据各自培
养的积极分子情况提出年度发展计
划，党群工作部在认真调查的基础
上，给各支部以具体指导，使发展党
员计划更加合理，更切合实际，从而
减少了发展党员工作的盲目性。
二是加强党务干部学习制度。为
了使各党支部发展党员工作更加合
理规范，以保证党员质量，公司党委
注重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通过政治学
习、研讨会、政工例会等形式，提高党
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又长期以互
授党课的形式，着重对发展党员业务
工作进行了具体学习。为了加强业务
指导，党群工作部坚持定期或不定期
到各支部对发展党员工作进行检查，
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尚不规范
的问题，专门制作《发展党员工作流

程图》，还设计了《发展党员组织材料
表》，把发展党员各项程序以表格的形
式体现出来，并附发展党员填表范文，
下发给各基层党支部，使基层组织在发
展党员时需要什么材料和如何填写材
更加规范。
料一目了然，
便于操作，
三是建立健全入党培养人联系制
度。为积极、
稳妥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各基层党支部建立健全入党培养人联
系制度，明确党员联系、培养、教育、考
察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计划发
展对象、预备党员的职责任务和具体要
求，形成相对稳定的培养联系人队伍。
对申请入党的人员及时在其工作学习
中了解他们的入党愿望，帮助他们向党
组织靠拢，并把教育和培养工作贯穿于
发展党员工作的始终，做到联系不断
人、
培养不断线、
管理不断档。各党支部
委员每人至少联系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有针对性地帮助指导思想转变，作风转
变，提高工作能力，通过实践进行重点
培养，保证了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整体
素质。
四是实行“三票决制度”，确保党
员进行表决权。在进一步严格发展党员
公示制不断规范公示程序的基础上，逐
步推行发展党员“票决制”。在确定年
度计划发展对象、吸收预备党员和预备
党员转正这 3 个关键程序中，由党员采
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使每名党
员都可以独立地、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
愿。杜绝过去因举手表决方式，怕得罪
人，不愿提出反对意见等走过场行为出
现，进一步扩大发展党员工作中的民
主。
五是实行定向选拔制度，保证发展
党员质量。首先，明确发展党员人选的
大方向，将发展党员指标向基层一线、
业务技术骨干、先进分子及 35 岁以下
青年员工倾斜，使党员队伍结构更加全
面化、年轻化，更具有生机和活力。其
次，重视对拟发展对象的培养，有目的
安排其在关键岗位上锻炼，让发展对象
在实践中加快成长，立足岗位成才，提
升发展对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采取
测、评、询等方式定期考察，了解发展对
象思想和工作情况，有的放矢跟踪培
养，让其尽快地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觉
悟，重新审视自己，时刻告诫自己作为
一名时刻向党组织靠拢的入党积极分
子，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准备都
应该高于普通群众，高标准、严要求，把
思想转变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同时公司
适时配备、任用、充实队伍，不断优化党
员队伍结构。
刘福云

编队。丛书中一种“担当”的责任意识随
处可见；无论是创业之初，还是拨乱反正，
乃至改革开放，历届公司领导都以振兴壮
大铜陵有色为己任，坚持办法自己想，路
子自己闯，事业自己干的理念，敢想、敢
闯、敢干，勇立潮头建金隆，敢为人先推一
股；为了谋求企业发展，机厂人不畏艰险
不畏难，先后完成闪速炉非标设备制造、
自主研制 T-150 钻机等；为了增强企业
发展后劲，铜冠人敢于迎难攻坚，短时间
内建成铜箔项目，并已成长为国内乃至国
际铜箔业的领先者；为了完成费老总提出
的新模式办矿重任，安铜人励精图治，敢
于担当，
咬定青山不放松，连续 15 年实现
达产目标。这种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勇
于创新的进取意识，正是铜陵有色生生不
息、长盛不衰的固本之基。
重温历史，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而
是意在把握当下，更好地激发进取之志；
牢记过去，不忘曾经经历的磨难和艰苦，
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前辈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拼劲、闯劲、干劲；面对当前遇到的暂
时经营困难与压力，我们要转换思想，坚
定信念，更好地发扬前辈战天斗地好传
统，奋力挖潜增效，着力节支降耗，去担
当，去创新，去奋斗，去苦干，因为只有创
造才能成就未来，铜陵有色的明天一定会
更好。

环保常识
环境
一、
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
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
城市和乡村等。
二、
我国的环保方针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
造福人类。
众，
大家动手，
保护环境，
三、
环境保护
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
与环境的关系，
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
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术方面、行政管理
方面，
也有法律、
经济、宣传教育方面等。
四、
世界环境日
联合国于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
摩召开了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从此每年 6 月 5 日
为世界环境日。
五、
可持续发展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造成危
害的发展。
六、
温室效应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可以吸收地面散失的
热量，但一部分热能重新传回大地，对地面起了保温作
用，
这种类似暖房温室的效应叫温室效应。
七、
“白色污染”
泡沫餐具、塑料袋等因其难降解分化，且燃烧时产
生毒气，
填埋时会破坏土壤结构。故称为“白色污染”。
八、
“酸雨”
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和汽车尾气中的
氮氧化物遇到水蒸气会形成含高腐蚀性的酸性沉降物。
称为“酸雨”。
九、
重金属污染
是指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 （比重
在 5 以上的金属称重金属；
环境污染指的重金属主要是
指汞、镉、铅、铬及砷等毒性显著的重金属，也指有一定
镍、
锡等）。
毒性的锌、铜钴、
十、
PM10
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在 10 微米以下的颗粒
物，
又称为可吸入颗粒物或飘尘。
十一、PM2.5
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
为可入肺颗粒物。
十二、水污染
而导致其化学、
物理、
生物
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
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
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
十三、固体废物
指在生产建设、
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
环境的固态、
半固态废弃物质。
十四、危险废物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腐蚀性、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
及不排除具有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十五、环境噪声
指在工业生产、
建筑施工、交通施工、交通运输和社
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十六、环境噪声污染
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
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放标准，
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十七、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
指新建、
改建、
扩建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备（设施）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十八、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
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
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
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
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十九、突发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环境事件。
二十、环境影响评价
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
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二十一、
环境污染
是指人类活动使环境要素或其状态发生变化，环境
质量恶化，扰乱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人类的正
常生活条件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