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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经

省委党校为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在隆重庆祝建党 90周年之际，恰逢安徽省委党校建校

60周年。7月 5日下午，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党校、省委外宣
办在合肥市联合举办“党旗飘扬映江淮”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工
作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委党校负责人向与会媒体记者介绍了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建校 60年来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以
及省委党校“十二五”发展规划。

据统计，截至 2011年上半年，安徽省委党校 60年来共举
办各类常规班次 486个，培训轮训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79815人次，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
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理论骨干和各类人才，充分发挥了干部
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张骅）

安徽省属企业召开党建工作会
6月 27日，省国资委在合肥召开庆祝建党 90周年暨省

属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会议对 137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55名
优秀共产党员和 7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12个省
属企业及基层单位党委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省
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许崇信出席会议并讲话。

许崇信强调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省属企业党建工作
的重点，要求省属企业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进
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
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的作用，为省属
企业实现“十二五”发展纲要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保证和组
织保证。 （张骅）

“党旗飘扬映江淮”走进革命老区
6月 28日上午，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建党 90周年之际，

中央驻皖新闻单位，香港媒体驻皖办事处，省、市媒体记者近
50人走进革命老区泾县，参加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
研究室、省委外宣办和中共宣城市委联合举办的“党旗飘扬映
江淮”泾县现场新闻发布会。

为庆祝建党 90周年，“党旗飘扬映江淮”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已举办六场，系列发布会通过诠释全省红区历史、组织工
作、省直机关党建工作及效能建设、多党合作、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等领域的成就，全面展
示了安徽党建的辉煌业绩。 （张骅）

海螺集团水泥版图扩展至印尼
6月 30日上午，印尼工业部、安徽省国资委、海螺集团公

司、香港昌兴集团在雅加达香格里拉饭店共同签署了水泥项
目合作备忘录。印尼副总统府、投资协调委员会、工业部、海洋
与渔业部、东加里曼丹省、南加里曼丹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经商处和 30多家媒体共 70多人出席签字仪式。

签约各方约定：待取得双方政府批准后，条件成熟时，海
螺水泥拟在南加里曼丹省建设一条日产 3200吨水泥熟料生
产线，配套余热发电和粉磨站；同时视条件在其他适合建水泥
厂的地方选点，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香港昌
兴、巢东水泥在东加里曼丹省建设一条 5000吨生产线，配套
码头、余热发电和粉磨站。 （张小梅）

7月 14 日，铜陵有色（SZ000630）
发布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约 6.7亿—7.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约 65%—75%。

这一年，也是铜陵有色的第 62个
光辉岁月。

投资 200万斤小米的
新中国第一铜矿

今天，人们可能多已不知“箩筐”
为何物。那盛土肩挑的竹筐，在铜陵有
色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铜
陵有色的早期建设者们，就是用它一
筐一筐地担石装矿、肩扛人抬，垒起新
中国第一座大型铜矿———铜官山铜
矿。由它而衍生的“箩筐”精神正是铜
陵有色文化的源头，并影响至今。

1949年 12月 29日，为满足国防
建设的迫切需要，刚刚诞生的共和国
毅然决策投资 200 万斤小米恢复开
发铜官山的铜金属。为了同一个理
想，怀着火热的激情，建设者们从祖
国各地齐聚铜官山下，开启了建设铜
陵有色的帷幕。这是一段艰苦成就光
荣的历程。荒坡野岭上，建设者们从
荆棘中辟出路，住着蚊蝇乱舞的草
棚，饮着山涧溪水、啃着干粮，用仅有
的铁锤、钢钎开山凿岩、掘进挖巷，再
用箩筐担石装矿挑来抬往。铜陵有色
开发矿业的建设者们克服了难以想
象的困难，打通了一条条巷道，运出
了一筐筐矿石……1952年 5月，新中
国第一座大型井下铜矿在铜陵有色
诞生。紧接着，第一座大型露天铜矿、
第一座自行设计建设的铜冶炼厂，也
在这“箩筐”精神中崛起。新中国铜产
业基业就此奠定。

据统计，铜陵有色初建的 30年
间，为共和国铜工业发展壮大培养输
送了 3000 多名技术和管理人才，为
国内外培训各类人员达一万多名，提
供了近百项采矿、选矿、冶铜新技术，
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
了极其重要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产品，成为新中国名符其实的铜工业
基地，当之无愧“中国铜业的摇篮”。

15年前的中国铜业第一股
铜陵有色的文化中始终蕴藏着

创新改革精神。上世纪 80年代初，因
计划经济时代强力开采，矿产资源存
量所剩无几，且产品单一、企业陷入
亏损困境。一直在艰难中前行的铜陵
有色，发出“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
比困难多”的呐喊。

几轮的思想大讨论，铜陵有色人
以“奋发进取，兴我有色”为新时期的
精神指引，发出了“办法自己想、路子
自己闯、事情自己干”、“资源有限、智
慧无穷”的呼声。他们上电解铜，从
5000吨扩大到 3万吨；上无氧铜杆，
上精细化工……如雨后春笋，一批铜
加工工厂相继问世。从 1982 年到

1991年间，铜陵有色产品产量、产值、
效益全线翻番。铜材加工从无到有，
粗铜生产能力增长 4倍，电解铜生产
能力扩大 5倍。铜陵有色这条在全国
有色行业率先探索出的“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良策，也为我国
矿山转型期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
的道路，成为有色企业的经验和典
范。

此后，凭着这股进取精神，缘 万
有色员工将智慧与力量融入企业的
振兴中。员怨怨2年，铜陵有色在国内首
开新模式办矿先河，建设安庆铜矿。
这一里程碑式的矿山建设改革，使安
庆铜矿成为有色矿山的一面旗帜。20
多年来，安庆铜矿人均劳动生产率始
终是同类矿山的 3至 5倍，为推动我
国矿山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示范经验。
员怨怨5年，铜陵有色在有色行业首建
中外合资企业金隆铜业公司，定员
500人，年产电铜 10万吨，在我国有
色行业率先建立起新模式的现代化
冶炼企业。1996年 11月 20日，“铜都
铜业”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为
中国铜业第一股。铜陵有色由生产经
营成功涉足资本经营。1999年，铜陵
有色在 员怨怨圆年基础上，成功实现了
再建一个铜陵有色目标。

董事长撰书 30余万字
探索转型

发展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当崭
新的 圆员 世纪迎面而来，已走过半百
岁月的铜陵有色又一次站在十字路
口。矿产资源严重枯竭，产业单一，
体制、机制不活，企业缺乏市场竞争
力等问题接踵而来，铜陵有色面临

重重挑战。
此时，扎根于铜陵有色的创新精

神开始引领前行。几番追源溯古地冷
峻梳理后，公司高层一致提出：“创
新、创造、转型”。于是，2003年起，一
场企业文化的梳理与提炼在铜陵有
色深入开展，从“求实 创新 合作 自
强”的企业精神，“创造成就未来”的
核心价值观，“高效利用资源，贡献社
会进步”的企业使命，到“打造世界铜
冠，人企共同发展”的企业愿景……
铜陵有色建立起完整的企业文化核
心理念体系。

为让这些理念在职工中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并固化为企业制度，
真正发挥作用，公司董事长韦江宏
带头撰写 30 余万字的《我国大型国
有企业转型研究》，在总结提炼中国
大型企业转型典范的基础上，深层
探索铜陵有色的转型；公司高层纷
纷在内部报纸杂志发表引导文章；
一场场报告会，一次次研讨会在工
厂、矿山渐次召开……企业的核心
价值观、使命、愿景、发展目标和战
略等被层层传递。此后，铜陵有色将
各个层面的文化理念融入发展，展
开了从产业、管理，到技术的全面而
深入地创新、转型。“十一五”期间，
铜陵有色每年销售收入以近“百亿
元”增长，增加值以“十亿元”增长，
主产品产量电解铜五年将近翻一
番。企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
跨越。

未来五年职工
人均年收入翻六番

文化引领，步步攀登。铜陵有色

正以雄韬伟略的创新创造精神，在
壮美蓝图上稳健着墨，全方位落实
“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向自主创新发
展”两大战略。从规划愿景到起步落
实，铜陵有色员工正以无限的创造
激情，构筑着振兴有色发展的宏伟
事业。在未来 10—15 年，他们要实
现主产品电解铜产量位居世界前
三，铜基合金新材料研发品种与产
量世界领先、资源综合利用率世界
领先。

目前，铜陵有色正在全力实施
“奋力实现资源控制量、主产品产量、
销售收入、利税、科技成果和专利数、
职工人均年收入六个翻番，加快建设
超千亿元国际化企业集团”的“十二
五”目标，并将“努力提高员工幸福指
数”作为庄严承诺。
“千年铜都情系长江，铜冠中华

神州名扬。我们是铜业的摇篮，我们
是有色的脊梁……”走进铜陵有色，
你会发现这首高昂嘹亮的《铜陵有色
公司司歌》深为铜陵有色人钟爱，以
至千米井下、火红的炉台前、齐整的
电解槽旁……处处流淌着这首承载
着铜陵有色人 60 年理想、信念之歌
的旋律。200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吴仪来铜陵有色考察，也饶有兴味地
聆听员工们高唱，并兴致勃勃地打起
节拍。

幸福的种子已经埋下，它正根植
于铜陵有色深厚而广阔的大地，孕育
着强劲的成长张力，在铜陵有色人的
创造中，以不可阻挡之势破土而出；
铜陵有色，正肩负振兴有色工业的光
荣使命，在创新创造中走向更高远广
阔的天地，实现着伟大的铜业之冠梦
想。

作为国有大型施工企业，中铁四局承担着众多国家重点
工程的建设，为了确保这些工程的高标准完工，近年来，中铁
四局党委通过实施“一二三五”党建工作法，加强和改进党的
建设，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使企业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个主题扣住党建工作。自 2002年中铁四局在青藏铁路
建设中成功开展“青藏高原党旗红”党建主题活动以来，该局
不断总结“青藏精神”和“青藏经验”，并发展升华。2002 年以
来，中铁四局党委先后在举世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宜万铁
路、武广高铁、石武客专、兰新二线等工程中，开展了“党旗飘
扬杭州湾”、“高扬党旗、建功宜万”、“建武广丰碑、为党旗增
辉”、“石武客专党旗红”、“戈壁滩上党旗红，四强四优争先锋”
等党建系列主题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两个《意见》促进党建工作。为了形成党建主题工作的长
效机制，2010年初，中铁四局党委出台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局党建工作
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创建项目思想政治工作示范点（线）的实
施意见》。两个《意见》认真分析了新时期企业党的建设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总结了加强党建工作的 10条基本经验，
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局党建工作的总体目标、任务和
重要举措。在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加
强班子建设等 7个方面共 34条，对加强和改进全局党建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

三个“同步”加强党建工作。中铁四局在全国 30个省、市、
自治区有近 300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点多线长，流动频繁。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铁四局党委把加强基层项目党组织的
建设作为基层党建的主要内容，以强化党的领导捋顺管理体
系，强化管理力量，直接“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提纲挈领、抓纲
举目。在项目党支部的建设上，坚持“三同步”，做到“三加强”，
即在组建工程项目部时，同步建立党组织机构，加强党的组织
建设；在选配项目经理的同时，同步选配项目党支部书记，加
强党的班子建设；在建立工程项目部各项制度的同时，同步建
立党的工作制度，加强党的支部建设。海外党组织坚持“五不
公开”原则，设立海外党支部，机构健全，确保在海外工程建设
中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

五个标准规范党建工作。中铁四局在职职工 20905人，党
员 11591人，共设基层党组织 936 个，其中党委 141 个、一线
基层党支部 421个。庞大的基层党组织因为单位不同、所属区
域不同、所从事的工程项目不同，各个单位在党建工作的方式
方法、创新形式、工作内容上各拉各调，互不归属，造成管理困
难、难成合力的现象。为了能将各单位的党建工作统一到局党
委领导下来，中铁四局党委将夯实党建基础建设作为项目党
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制度建设、阵地建设、基础台账、检
查考评、创建标示”“五个标准化”。

中铁四局党委“一二三五”党建战略夯实了企业党建工
作，中铁四局的施工战线延伸到哪，鲜红的党旗就飘扬在哪，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2010年，中铁四局顺利实现
生产营销双超 500亿元的历史性跨越。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施
工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重合同守信誉企业”、
“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全国文化管理示范单位”、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安徽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
业”荣誉称号，局党委获国资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中国中铁
“四好”班子称号。

铜陵有色冲击千亿俱乐部

安徽省规划，未来五年将着力培育并争取几家优势企业产值
超千亿元，铜陵有色集团即在此规划之列

中铁四局的
“一二三五”工作法

建企聚焦

中央电视台“中华情”在铜陵有色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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