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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八项规定 抓好作风建设

集团公司召开述责述廉大会
本报讯 6 月 3 日下午，集团公
司召开述责述廉大会。省国资委纪委
书记、第四考核组组长方无出席会议
并作动员讲话。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杨军代表集团公司领导班子
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报告
工作并主持会议。集团公司、股份公
司高 管 龚华 东 、陈 明勇 、李文 、王 立
保、宋修明、徐五七、胡新付、詹德光、
杨黎升、方文生、周俊、吴和平出席会
议。
杨军在总结报告中回顾了集团
公司党委近两年来所抓的重点工作。
一是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领
导。明确集团公司党委及二级单位党

安工学院喜获第六届“蓝桥杯”
全国软件大赛总决赛好成绩
本报讯 5 月 31 日，从北京科
技大学传来喜讯，安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13 级软件班李晨龙、陈志
伟、韩航三位学生在第六届“蓝桥
杯”全国软件专业人才设计与创业
大赛决赛中，分别获得了高职
C/C++ 组一、二、三等奖的优异成
绩。
今年 4 月，该学院信息工程系
组织了 13 级软件班 6 名学生参加
了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专业
人才设计与创业大赛安徽省初赛，
收获 3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和 2
个三等奖的不俗成绩。其中获得省
陈志伟、
韩航三位
一等奖的李晨龙、
学生在该院信息系老师的带领下赴
北京科技大学参加了 5 月 30 日的
全国总决赛。
经过与全国各地上百所院校参
赛学生的激烈地比拼，
最终，
该学院
3 名参赛学生展现出较好的综合素
三等奖。
质，
分别荣获了全国一、二、
这其中，李晨龙所获得的项目奖是
安徽省参赛院校唯一的一等奖，而
该学院项目比赛的总成绩也排在安
徽省参赛院校第一位。
傅大伟 徐婧婧

稀贵金属分公司
民主管理有成效
本报讯 稀贵金属分公司工会
坚持贯
紧紧围绕企业发展中心任务，
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民主议事
原则、扎实开展厂务公开等工作，
引
领全体干部职工以主人翁精神参与
企业管理，
民主管理成效显著。
该公司工会坚持和发展职代会
制度，形成了公司、车间两级民主
管理网络。在公司职代会召开之
前，公司工会要求所属各单位必须
按照规定召开好职工民主管理大
会，收集职工意见和建议，向职工
代表大会报告工作，释疑解难，由
全体职工共同商讨企业发展大计
制度。全公司基层单位职工代表大
会规范运作，确保了职工群众对生
产经营管理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全面推进了企业民主管理工
作。
在坚持厂务公开、发挥工会监
督功能方面，该公司工会以加强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及时检
查、指导、督促企业厂务公开工作，
定期召开厂情发布会。对经济责任
全面预算管理、
制办法及考核结果、
大型设备采购、
工程项目招标、竣工
验收和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公开，增
强了广大职工参与管理的意识，加
强了全员民主管理与廉政建设。
同时，
坚持民主评议领导干部，
在各基层单位召开的职工民主管理
大会中，必须同步评议中层以上领
导干部，评议中有述职、有测评，坚
持把评议结果与干部奖惩任免挂
钩，确保了民主管理的公开度与透
明度。
王松林 章 庆

委在抓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形
成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体系；二是选
好用好干部。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
优原则，严格工作程序和规范，把政治
坚定、作风过硬、成绩突出、职工公认的
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三是抓好作风建
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和
省国资委党委关于作风建设的有关规
定以及集团公司改进作风建设的 23 条
意见；四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坚持人企共同发展，坚持联系基层
和职工制度，坚持问题导向；五是领导
和支持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坚持有案必
查、有腐必惩；六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深化惩防体系建设，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
子。
杨军在报告中指出了集团公司党委
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下一步
改进措施。
方无在会上指出，此次述责述廉会
议主要是听取集团公司党委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总结，审阅集团公
司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和集
团公司领导人书面述责述廉报告，对党
委、纪委及领导人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职责进行民主测评和评议。
方无要求，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一定
要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的 “两个责
任”考核工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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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市长今年第三次到奥炉工程现场调研

配合考核组开展工作确保考核工作取
得预期效果。考核中一要实事求是，二
要客观公正，三要突出重点。同时要强
化主体责任，担当监督责任，整改落实
到位，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集团公司纪委以及杨军、龚华东、
陈明勇、王立保四位集团公司领导在会
上作了书面述责述廉报告。会后，全体
参会人员对集团公司党委、纪委以及领
导人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情况进
行了测评和评议。
集团公司副总工（经、法、会），机
关部门中层正职，省内各企业党政主要
负责人，
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陈 潇

黄山岭铅锌矿安全生产天数全省第一
本报讯 日前，
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发布通告，对全省 27 家实现安全
生产 3000 天以上规模的金属非金属矿
山予以表彰，
安徽铜冠有色金属（池州）
有限责任公司黄山岭铅锌矿以 10280 天
安全生产的优异成绩排在榜首。
长期以来，该矿全面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方针，以“关爱生命、杜绝‘三违’、全
员参与、持续改进”的矿山安全生产
方针为指导，落实企业安全管理主体
努力提高员
责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
工安全意识和岗位技能，把“安全是
个人的福气、家庭的福气和企业的福
气”这一安全理念牢固树立在员工心
中；把“敢抓安全、善抓安全、抓好安
全的干部是好干部”和“宁听骂声、不

听哭声” 的管理理念渗透到干部心中；
我会安全、我
在企业中形成了我要安全、
保安全的安全文化。矿山始终坚持制度
治矿、真情待人，把企业长治久安、安全
发展作为对员工最大的关爱；坚持狠抓
定期
安全生产管理，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不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按照 “五定原则”切实整改到位。
桂义军 孙春伟

6 月 1 日上午，铜陵市市长倪玉
平一行来到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
升级改造（奥炉工程）场地平整施工
现场调研项目建设。这是他今年第三
次到奥炉工程项目现场指导工作。
倪玉平对项目组积极 推 进项 目
建 设 给 予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他 说 ，市
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奥炉工程建设，
督促要求市政府各相关部门结合市

委、市政府正在开展“暖企行动”工作
部署，为奥炉工程项目推进提供更好
地服务，极力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倪玉平指出，奥炉工程
项目建设要充分考虑即将到来的雨季
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作业，尽可
能缩短建设工期，早日将投资转化为效
益。
仝瑞玺 齐宏明 摄

特殊的节日礼物

经过历时两个多月的奋战，5 月 26 日 8 时 58 分，张家港铜业公司生产中心精炼车间新 2 号阳极炉技改后顺利产出第
单炉产量达到 210 吨，
一炉铜水，
浇铸出第一批合格阳极板。此次技改对炉体结构和生产工艺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较改造前
主要生产工艺参数和主体设备运行正常，
安全环保均符合设计要求。
单炉产量提高近一倍，
杨学文 摄

铜冠矿建公司安全月活动增强员工意识
本报讯 6 月 1 至 2 日，铜冠矿
建公司机关员工配合安全环保部门积
极筹划在市区主要干道上开展的“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各项活动。同时，
该公司开展主题签名活动、安全生产
警示教育板报图片展览、向社会公众
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开展安全生
产政策法规咨询四项活动一并在筹划
中。标志着该公司进入今年“安全生

产月”宣传发动阶段。
安全月活动中，该公司将着重开
已经准
展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
备好适合矿山企业主体的一批安全教
《隐
育主题片，
包括《生命不能重来》、
患直击》、
《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
点》
（2015 版）等主要教材。该公司还
将集中开展一次隐患排查治理专项活
动，
今年的隐患排查治理的重点放在提

铜冠物流公司安全主题活动如火如荼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自开展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 主题活动以
来，围绕着铁路、公路、水路的运输安
全和码头、汽贸、维修的生产作业安
全，全方位地展开了查隐患、查“三
违”、查整改的活动，到目前为止，已
查处“三违”人员 15 人次，并按有关
规定进行了严肃处理。
该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每天都有一
名成员带队深入到各基层单位进行安
全巡查，每星期一参加一线班组当组
工作派班会，与生产一线职工面对面
交流、谈心，把安全生产对企业、对家
庭、
对社会、
对个人的重要性传递给职
工，
并督促职工做到安全生产。安全职
能部门坚持每一个月都选择一至两个

基层单位，针对该单位安全生产重点
采取上下联动的形式开展“安全主题
月”活动，使安全活动更加贴近各基
层单位和生产一线的实际，以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
该公司在全面开展 “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主题活动中，除坚持九项
规定动作的安全主题活动外，还结合
实际，推出了在公司内部局域网建立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专栏；组织安
全管理人员对一些重大安全隐患、重
复性安全隐患及严重违章行为进行拍
照；坚持安全生产“一日一查”；在生
产作业岗位张贴职工全家福；按厂级、
段队级、
班组级三个层面开展“三违”
行为管理；持续推进每月选择一至两

防洪防汛、
顶帮板
升悬吊系统、
排水系统、
管理、
民爆用品管理等。通过开展隐患排
查治理，
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为下半年的
安全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针对该公司某些工作面可能发生的
突发涌水、竖井提升故障、冒顶片帮、火
灾事故等情况，该公司本月中旬将集中
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应急
演练，
让职工掌握应急处置知识，
增强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防灾、逃灾、避灾和自
救、
互救能力。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陶 莉

个基层单位“安全主题月”活动的六项
安全主题活动创新内容，提高了安全主
题活动的覆盖面。
各基层单位以“安全环保，意识先
行”主题活动为契机，全身心地投入到
宣传活动中。金铁
安全生产、管理、教育、
分公司派专人登门拍摄职工 “全家福”
照片十余张，制作成专题展板放置单位
醒目位置，通过家属的积极引导和亲情
提醒，
增强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金运物
流分公司结合点多面广的实际，首先在
职工中广泛征集安全誓词，要求安全誓
词由职工结合本班组工种、岗位特点进
行编写，并将工作现场不同时期的危险
源、
注意事项等融入到安全誓词中。金园
分公司把安全宣誓活动，作为班组安全
活动的一项内容，
以班组为单位，分别在
派班会、
上岗前进行安全宣誓，提高员工
的安环责任。
王树强

“六一”国际儿童节这天，冬瓜山
铜矿运输区 职 工 方 正 年 幼 的 女 儿 收
到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节 日 礼 物——
—一 份
凝聚着全矿广大 职 工浓 浓 爱心 的 捐
款。此时，方正这位矿山坚强的汉子
“谢谢，谢谢
眼睛又湿润了，
连声说着：
大家……”
不久前，这个矿运输区生产班职
工方正 7 岁的独生女儿诗雅突然感觉
腿关节时常疼痛，而且伴随高烧持续
不退，经医院全面检查确诊为骨癌，这
对一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无异于晴
天霹雳。孩子病情严重急需治疗，而持
续的治疗费用无法估计，再加上他家
刚刚贷款买了新房，家庭收入只有他
一人工资维持，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
打击让这位矿山汉子一筹莫展。
人间自有真情在。当他所在的运
输区领导班子得知此事后，党支部首
先拿出有限资金进行帮扶，并发动全
区职工开展捐款，工友们得知情况后
纷纷慷慨解囊，短短几天第一笔近万
元捐款送到方正手中。尽管这对于小
诗雅的治疗费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但当运输区捐款的信息在这个矿局域
网发布后，引起了矿山众人的关注关
心，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途径向
这个不幸的家庭捐款献爱心，一时间
一支更加庞大的职工捐款队伍悄悄地
自发组织起来，为这个遭遇不幸的家
庭撒进缕缕阳光。
在捐款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感人
至深的画面。这个矿生活服务公司职

工谷丽听到捐款的事情后，在自己条件
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带着 500 元钱，与爱
人一同送到方正的家中。该中心另一名
职工佘文全是矿“十大功臣”，尽管爱
人没有工作，可他毫不犹豫地捐出 500
元；矿信息中心员工张鲁斌捐款期间正
在外地与妻子欢度蜜月，当从微信中得
知这一消息后，急忙委托同事替自己捐
款；还有一对矿山年轻的小夫妻，妻子
已怀孕数月，当爱人下班回家告诉她这
件事后，她为患病的孩子伤心，为焦急
的父母揪心，她与爱人一道去新华书店
买了文具、图书，并让爱人在“六一”儿
童节这天送到孩子手中。在短短数周时
间的捐款活动中，不论是个人还是集
体，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捐款不断
送到方正 所 在单 位 运输 区，3000 元、
7000 元、
10000 元……一笔笔爱心款
汇聚着广大职工绵绵不绝的爱心，传递
着人间真情。
“六一”儿童节上午，运输区领导
又赶到方正家中，将捐款与文具图书送
到方正手中。每天下午都要去医院接收
放疗的小诗雅特别开心，她迫不及待地
翻看起图书。这个节日对她来说特别有
意义，因为她收到是一份“特殊”的节
日礼物，凝聚着无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真情挚爱。孩子是不幸的，但又是幸
福的，因为此时有满满的爱包裹着她，
让她和父母变得更加坚强，与病魔顽强
斗争下去……
爱心还在延续，
真情感天动地。
汤 菁

矿产资源中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既严又实
本报讯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在矿产资源中心开展以来，在深
学细照笃行上狠下功夫，切实做到集
团公司党委“学深一层、带头贯彻、走
在前面”的要求，真正形成践行“三严
三实”的浓厚氛围，为中心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5 月 28 日，该中心党总支书记吕
俊武带头讲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为何
党课。从深刻领会“三严三实”，
要“三严三实”，自觉践行“ 三 严三
实” ，到以“三严三实”引领新常态，
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除党总支书记带头讲 “三严三
实”专题党课外，该中心中心组还开
并
展了“三严三实”专题学习研讨会，
将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强化整改落实和
和组织生活会。
同时，
立规执纪。
该中心要求各基层党支部按照集
把
团公司和中心要求，搞好统筹协调，
握进度节奏，
一方面发挥好“带”的作

用，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带头讲好党课，
另一方面
带头学习研讨，
带头摆查问题；
履行好“抓”的责任，及时调研督导，层
层传递责任、传导压力，把专题教育扎实
把握总体要求。
深入地推进下去。同时，
该中心要求突出教育主题，紧扣学习和
践行“三严三实”主题，校正“不严不
实”问题；突出“我”字，真正把自己摆
党员领导干部
进去；
坚持领导率先垂范，
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以上率下，带好
学深一层。
头、
示好范，
先学一步、
在强化整改落实中，该中心要求结
把学习
合中心实际，坚持边学边查边改，
教育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展自查。并
在自查基础上，
结合职工群众意见，找准
查实“不严不实”问题，列出问题清单，
一项一项整改，
持续进行专项整治。严格
正风肃纪，
对存在“不严不实”问题领导
干部，该中心将立足教育提高，促其改
进；对群众意见大，不能认真查摆问题、
没有明显改进的，
将进行组织调整。
朱 莉 萨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