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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铜业分公司“七个一”献礼火红七月
本报讯
以“迎接党的十九大，
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
为主题，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七个
一”系列活动向党献礼，在活动中进
一步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继承和发
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
扬党的光荣传统，
党性意识，
凝聚智慧和力量。
开展 “一党章两准则三条例”知
识竞赛。6 月 30 日下午，来自该公司
各党支部的 8 支队伍围绕《中国共产
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党内法规开展竞赛活动。竞赛

结束后，该公司对选树的一批优秀共产
党员进行了表彰，在全公司范围内营造
了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的浓厚
氛围。
开展一次党员革命传统教育，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该公司分两批组织全体
党员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实地教
让所有党员重温申请
育，
重温入党誓词，
入党时的思想激情和奋斗追求，回顾在
党旗前许下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
开展一次帮扶困难党员、困难职工
活动。该公司对生活困难党员和因病致
贫的特困职工进行了认真排查，并组织
进行了帮扶慰问。

该
开展一次督导检查。6 月 13 日前，
开展一次党员主题活动。该公司各
组织开展了
公司各基层党支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
党支部结合“党员活动日”，
育常态化制度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党员责任区”、党员安全教育督察、
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和总结。 “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示范岗、党员
义务劳动等活动，
引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结合二季度党建检查 “亮身份、
送清凉”、
对各党支部进行专项督导检查。
导广大党员积极争做思想上表率、工作
开展一次专题学习讨论。该公司党委
上标杆、岗位上先锋、自律上榜样、群众
重规
中心组和各党支部开展了“讲政治、
中模范。
围绕“重规矩，我
做合格党员”
矩、
作表率”专题教育，
开展一次“尊崇党章、
坚持以党章修
们怎么做？
”开展专题讨论，
主题党课。结合 2017 年党员轮训工作
身律己，
严守规矩纪律，
引导党员、
干部增
计划，该公司党委书记将以“尊崇党章、
强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强
做合格党员”为主题，以“两学一做”常
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在党爱
态化制度化为主线，为党员干部讲一次
党、
在党为党，
做合格共产党员。
党课。
萨百灵 封保敏

金威铜业公司以质量为抓手提高核心竞争力
本报讯 今年以来，金威铜业公
司以质量为抓手，
“三招”齐下，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完善
加强“质量为纲”理念，
金威铜业公
质量考核。
今年前六个月，
司紧紧围绕质量积分制和工序成材率

考核，强化质量控制；
并加大产品质量奖
惩力度，做好中间产品的评审和处置工
作，
大力围剿剪切线等后端产品的改制、
有效杜
判废，严格执行产品质量追责制，
绝了质量事故发生。
加强设备 TPM 工作，不断提高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
今年以来，
金威铜业公
司着重强化了操作点检和设备两清工
预修和隐患排查
作，
提高了设备的预判、
规范的设备管理模
能力，
建立了科学的、
为生产高端产品
式，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提供保障。

加强科技研发工作，不断优化工艺
流程。上半年，
金威铜业公司还进一步完
善了《工艺纪律检查和考核办法》等各
项工艺制度，严格班组工艺纪律和执行
力；加强对影响质量的刷系、辊系、刀系
等工艺设备和备件的管理，优化工艺流
程，
建立健全产品生产工艺和操作模块，
促进了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截至 7 月
初，
该公司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黄军平

唐新代：拿扳手时是工序管理
戴党徽时是支部副书记

唐新代，铜冠有色池州公司电解锌
车间熔铸工序管理，今年三月份荣升该
他不管是
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一路走来，
四十八
做普通员工，
还是走上领导岗位，
岁的他在生产一线恪尽职守三十多年，
用热情奉献，奋勇争先诠释了他每个时
期的精彩。在熔铸炉上战高温，
夺高产，
用辛勤的汗水升华自己的人生。做支部
副书记时他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带头讲
主动沟通协调，努
政治、守规矩、
顾大局，
“拿
力形成党建工作合力，正如他所说：
扳手时我是工序管理，带起党徽我就是
支部副书记。”
当工序管理他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2009 年唐新代来到电解锌熔铸工
序，在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细心踏实地
开展工作的基础上，他从工序管理入
手，建立健全了各种管理制度，制定了
各种考核细则，完善和细化了工序人
员的职责。他坚持深入现场，在生产现
场进行认真指挥和严格监督。在生产
工作中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
员，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忠于职
守、爱岗敬业，充分调动全员的积极
性，鼓励大家为提高产能及产品质量
献计献策，确保生产任务的全面完成。
2015 年，随着电解锌产量的增加，他
根据工作需要，总是早早来到浇铸线
巡查夜班的生产情况，查看记录，做到
心中有数，遇到生产上各种问题和异
常情况，他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绝不让
设备带“病”作业。他知道，对待生产，
决不能拖着“糊”的态度来敷衍了事，
只能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才能创造
出更好的效益，当年完成了十万吨成
品锌的浇铸任务。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关键时刻，
方显党员本色。今年电解锌车间 1 号、
2
号感应炉感应器相继发生漏锌故障，为
了不耽误生产，
他“白加黑”坚守在故障
现场，带领员工抢时间、赶进度、督促指
导班组长更换感应体。连日来的轮流转
累坏了他的身体，在更换 2 号感应体时，
唐新代胆结石症突然发作，钻心的疼痛
使他汗如雨下，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守在现场，
后来大家发现他脸色不对，在
员工们一再劝说下才住进了医院，可打
完点滴，他又匆匆回到现场，用他的话
说，
“因为热爱才无所畏惧，设备好了，
我的病也好了”。
做支部副书记，
他高度负责，迅速完
成角色转变，认真抓好车间党建思想政
治工作。在今年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中，他多次组织召开党支部专题
组织生活会，
开展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员自评、党
先后进行了民主评议党员、
员评议班子等活动，使班子成员的凝聚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促进了“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坚持把强组织、带队伍作为抓好车
真正出实招，见
间支部党建基础性工作，
通
实效。他充分发挥支部副书记的作用，
过三会一课，
一对一党员约谈等方式，增
强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他结合支部年
轻党员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的特点，积
极开展党建工作创新，建立党员微信平
台，
利用现代网络平台，对党员开展党建
思想政治教育，不断优化和丰富党建工
作方法。他坚持围绕“四个能力”的具体
要求，做到加强与党员之间协调与联系，
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定，共同商议和探
相互间团
讨有关工作，
力求全局一盘棋，
结协作，
发挥班子整体效能。
张 军

7 月 12 日，仙人桥矿业公司党总支组织 30 余名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赴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
进一步激发全体党员爱党敬党、为党工作的热情。
统教育，
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找 茬”
“我希望公司以后开展消防演练
时能注重全体员工的参与，这样在真
的发生突发状况时，能够做到全员安
全撤离。”这是铜冠铜箔锂电箔生箔
车间职工朱日宾在为安全生产 “找
该公司请
茬”座谈会上的发言。日前，
16 对 职 工 和 家 属 为 安 全 生 产 “ 找
茬”，想方设法确保安全生产。
为了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构
筑牢固的安全生产屏障，铜冠铜箔公
司注重发挥家属第二道安全防线作
用，
形成职工和家属共保安全的合力，
充分发挥职工家属在安全生产中的激
励、抚慰、支持和鞭策作用，在职工思
想上、行为上随时“找茬”，可以及时
将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让每名

职工都能够心顺气足地工作, 降低职工
违章蛮干行为，
从而促进安全生产。座谈
他们紧紧围
会上，
职工和家属踊跃发言，
绕工作实际，对易发的安全问题提出了
很多针对性地建议和意见。
同时，
很多工
嫂还表示：
“很感谢公司领导对职工安
我们一定
全的重视，
对职工家属的关怀，
会筑牢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做好职工的
后勤保障工作，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
该公司坚持家
公司生产中去。”据了解，
属为安全生产“找茬”活动常态化，每年
举办一次，
以增进干部、职工和家属的沟
通互融。
同时，
通过开展活动来增强职工
和家属“保安全就是保家庭、保幸福、保
和谐”的意识，形成职工与家属共保安
全的良好氛围。
夏富青 何 亮

“关爱留守儿童，助力心灵成长”——
—
支教大学生为社区儿童带来趣味课堂
本报讯 为家长指引上课教室方
向、
携小朋友的手上楼梯、与小朋友玩
游戏……在社区居委会门口，一群身
穿蓝色志愿服的支教大学生吸引了无
数路人的目光。7 月 9 日，由安庆师范
大学校团委指导、校学生会组建的 13
人的支教队伍——
—2017 年暑期 “启
明星”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队在
安庆市民政局桃元社区居委会开展了
支教活动。
“启明星” 实践服务团队是由安
庆师范大学校团委指导、校学生会组

建的 13 人的支教队伍，从成立初至今
已经有 8 年历史。除了每年暑期三下乡
支教之外，
“启明星”义务支教队在日常
还组织志愿者在学校附近小学开展其他
支教活动，八年的时光给许多孩子们带
去不一样的假期与记忆。2017 年是“启
明星”义务支教队在桃元社区支教的第
二年，今年将以“关爱留守儿童，助力心
灵成长”为目标，为儿童全面发展做足
黄梅戏、
准备。随后还将开展党性教育、
绘画、
化学小实验、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课
程。
朱 丽

日前，
金隆铜业公司举办“庆祝公司投产二十周年‘党在我心，红色 96’歌咏
赛”。当天，
《歌唱祖国》、
《红旗飘飘》等 20 多首歌颂党、
歌颂祖国的爱国主义歌
曲，
在激昂、热烈的氛围中一遍遍传唱。在鲜红的党旗面前，演唱者们用形式多样
保全课的个人
的方式展现出对党的忠诚、对企业稳健发展的信心。经过激烈角逐，
独唱获得此次比赛的冠军。
陈 潇 尚俊超 摄

铜冠物流公司金运分公司组织职工进行安全环保知识考试
本报讯 为使安全环保各项规章
制度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全力推动
2017 年度“安全环保,意识先行”系

列活动向纵深发展并取得良好成效，
铜冠物流公司金运分公司于日前组织
职工进行安全环保知识考试。同时采

用划片的方式，
安排专职人员分赴合肥、
池州业务点，
对驻外职工进行现场答题，
确保考试活动的全覆盖。
汪开松

“筛 金”
“这两个沙箱重新刷刷漆还能用，
把几根旧铁管接头部分切去重新套丝
还有这……”冬
整理一下就能复用了，
瓜山铜矿提升二区区长陈明在维修
班的废料堆前，对身边的十多名该区
的职工说。
7月 10 日下午，该区陈明区长与
区班子一行 5 人在区维修班巡视，边
走边谈论着关于在下半年开展“无材
料月”的工作。当他们信步来到废料

堆前查看时，细心的陈区长看到废料
堆里还有一些可回收复用的生产材
料，当即想到一定要把这废料堆里埋
藏的“金子”全部筛选出来，让它们
重新“上岗”。陈区长想到这里立即
打电话通知生产班的班长带领几名
员工及维修人员迅速赶到这里从废
料堆里“筛金”。
“这
在现场，陈区长动员大家说：
一大堆废料里埋藏着很多修复整理

一下就还能复用的材料，埋在这里白白
浪费太可惜了，今天咱们大家一起动手
把它们全部清捡出来分类存放，每个工
种按需所取，
不算你们班组的材料费，节
约的每一分钱都是咱们大家的奖金，大
家赶快行动吧!”说完，陈区长就带头干
了起来，
在场的 20 多名员工纷纷踊跃投
入到 “筛金”工作中，提前拉开了在下
半年开展“无材料月”活动序幕。
胡敦华

“危”字当头不敢违

稀贵金属分公司坚持“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对党员，尤其是
党务干部的教育摆上重要高度，开展了“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合格政工干部、党务
干部”主题实践活动，组织政工和党务干部到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开展红色教育。
党员们在纪念碑前集体宣誓，表达缅怀先烈和对党的忠诚之心。
章 庆 摄

—记集团公司优秀标准化班组“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危化品作业班”
——
危化品装卸作为特殊行业，一直
海事、
消防等部门
以来，
是安环、
港航、
随着行业
安全监管的重点。
近两年来，
主管部门对危化品管理的加强，省市
各级部门经常采取暗访的方式进行检
查监督。位于金冠铜业硫酸罐区前沿
江岸位置的铜冠物流公司金园港埠分
公司现有的危化品作业班，设有三个
作业泊位，占据岸线 280 余米，目前
主要服务铜冠冶化分公司、金泰化工
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等循环经济工
业园内的相关企业，专业从事危险化
学品的装卸船作业。
作为主业配套建设子项目，危化
品装卸项目进度随着主业项目进度而
推进，
从建设到投产初期，
到目前的正
式生产过程中，围绕集团公司的主业
该作业班
生产，
以及为使业务不流失，
从起初的汽车放酸业务，到目前的管
道放酸，涉及货种从原来的硫酸、液
碱、焦油扩大到现在的丙二醇、氨水
对码头作
等，
随着危化品等级的不同，
业条件和管理要求越来越高。该管理
自主管理，
采取每天专人巡视、跟踪人

员作业情况、
生产线的安全设施等，确
保万无一失。
为使各项管理符合规定，该班组
从设备管理、
人员操作技能、规章制度
的履行上入手，加强以岗位责任制为
中心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近
年来，虽然该作业区业务量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年装卸量 40 万吨，到目前
的年装卸量 120 万吨，但是从未出现
安全事故，
在这边建设边生产过程中，
危化品泊位顺利通过了安徽省危险货
通过国家安全、环
物安全标准化验收，
保、质量“三标一体”验收工作，各项
制度在试生产中严格执行。
危化品作业，管理的重点在于现
场，
在于人员操作上。为此，该班组从
安全管理上和作业技能上，提高对危
该班组
化品作业的安全防范。近年来，
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和技术比武，加强
操作人员对危化品基本知识的了解和
安全管理的认识，同时，通过集团公
司、
物流公司、
金园码头以及长航运芜
铜陵海事处、
市消
湖分局铜陵派出所、
防支队、
市港航局等部门，
开展港区及

危化品消防安全检查及演练等时机，加
强对班组员工的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
近两年来，该作业区班做到每年举办 1
至 2 次危化品防泄漏演习，以及水上消
防及救生相关知识培训及应急救援演练
等，使得危化品作业从功能与等级上得
到提升，对履行铜陵市危化品公共码头
的社会责任将会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安全环保的重点，危化品作业
班成为港区内一处亮丽的风景线：景色
无
优美、
道路清洁、整齐如家。不论何时，
突击专项检查，
对该
论是主管部门查访、
作业区的现场管理都给予充分的肯定。
良好的工作秩序和环境，对安全生产和
降低货物损耗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该作
业区几年来未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
在公司各级安全检查中保持良好的成
劳
绩。
在分公司组织开展的合理化建议、
班组参予人数
动竞赛、
技术比武等活动，
达到 95%以上，标准化班组建设始终走
该作
在前头。正因为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业班荣获集团公司 2016 年优秀标准化
班组称号。
陈玲琍

7 月 16 日，笔者在位于长江西路与铜官大道交叉口的天桥棚户区改造工程
现场看到，
经过一年半的紧张施工，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环境优美，各类乔灌木错落
有致的“天桥花园”。一栋 17 层综合楼、两栋 11 层小高层及一栋 5 层商业用房，
总户数达 238 户的市民生工程全部完工（如图），
并有不少居民已经搬进新居。据
悉，
此工程已被评为市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程。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