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随着铜冠（庐江）矿业公司磨浮主厂房主跨钢屋架被吊车一榀榀地缓缓吊起，
厂房正式进入到主跨吊装阶段。该厂房包含两个主跨和一个附跨，跨度分别为 27 米、24
米和 15 米，主跨钢柱檐口高度分别为 30 米、23.2 米，附跨钢柱高度为 13.5 米，建筑面积近
万平方米，预计全部 16 榀钢屋架吊装将在 3 月内完成。图为该公司磨浮主厂房施工现场。

王树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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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安徽省
总工会表彰了一批女职工在建功立业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其中铜陵有色安庆铜矿机修厂电修班
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称号。

在机修厂里，上百件大大小小的
电机备件检修台前掩映着这样一群身
影：她们把长发藏进工作帽，把爱美的
心装进工作服，灵巧的双手让脏旧的
设备焕然一新。她们有着花样般的美
丽和笑容，她们就是由 8 名平均年龄
38 岁的女机修工组成的电修班女工
小组。

勤于学习苦练本领，是她们提高
操作技能的有效途径。班长带领大
家学习钻研业务技术，技师手把手
地培养技术骨干，女职工们在业务
技术上着实下了苦功夫，不断地学
习，增强工作责任心，刻苦钻研业务
技能。班长伍继华说：“不断熟练自
己的业务，干起活来就能得心应
手。”这句话成了全班职工的工作格
言。在去年底的矿山年度检修工作

中，8 名女工仅用 5 天的时间，完成
了 30 多台 22 千瓦 -6 电机的维护
保养工作。该班经常开展 “互学互
助，结对子学技能”活动，大家将自
己的工作经验、维修电机的小窍门
讲出来，互相交流，共同学习和进
步。如今，8 名女工中有 2 名获得了
技师职称，个个都是技术能手。

保证质量精细维修，心细是女同
志的天性，也是该班一直贯彻的工作
作风。电修班在日常工作管理中，始
终坚持“操作细心，修理到位，记录
准确”十二字管理规则。她们严格执
行安全起吊的作业法，做到安全生产
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工作任务，注重
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女性优势，形成
群体合力，使电修班为生产一线的优
质服务更加深入。班组自组建以来，
从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特别能吃苦，她们是厂里的“女
汉子”。在机修厂女工们中流传这样
的话：“冬夏两重天，早晚两张脸”。由
于车间油漆味比较重，无论什么季节
都需要敞开大门通风透气，冬天和夏
天是女工们最难熬的季节。冬天整个
厂房被风穿透，女工们为了工作方便
不能穿很厚的衣服，半天干下来，手脚
都会冻得发僵；夏天厂房闷热的空气

夹杂着油污味，每天工作下来，工作
服上的汗渍都已经连成片。电修班
担负着矿山近千台电机的维修工
作，每当沾满油污的电机从运到电
修车间，她们便开始忙碌起来。她们
穿好工作服，戴好防护手套和口罩，
先把电机表面的油污清理干净；拆
开设备，拆线、绕线、清理电机、轴承
等部件；重新安装到位，再次安装电
机查看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后，加
油、刷漆。一整套流程下来，需要一
天到一天半的时间，这其中不乏重
达几百斤的大电机的清理装卸。当
她们把宛如崭新的电机设备送出车
间时，她们自己已经是满身油垢漆
渍。

选矿破碎的 155 千瓦 -8 型电
机属大型机电设备，每年汛期和夏
季，都是电机烧毁的高发时段。去年
8 月份，由于环境气温过高、负荷过
重，该型电机出现连续烧毁，为了不
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电修班快速
投入到抢修备用电机工作中。她们
将人员分成三组，实行三班制作业，
夜以继日地对电机进行抢修，扛大
锤、撬部件、卸螺栓，这些连男职工
都吃不消的重体力活，班长伍继华
给大伙鼓劲说：“不要让男同胞瞧

不起咱，他们能干得我们就能干。只要
我们团结一致，就没有干不成的事！”经
过连续 5 个班次的激战，完成了电机的
拆卸、绕线、下线、接线、安装等步骤，将
备用电机修理好，时间比平时缩短了一
半工时。

讲团结讲和气，团队精神是班组战
胜工作中一切困难的力量。由于班组人
员少、任务重，加班是常事。去年底送来
一台选厂碎矿拆下来的重要电机，说是
急需修理，否则可能会造成停产。为了
能够保质按时的完成任务，一位在家休
假的女工接到厂里电话，关上灶火，急
急忙忙赶到了工作岗位上。等她忙完抢
修后，这时才想起来孩子一个人在家没
人照料。还有一位女工由于年迈的老父
亲身患癌症，临终的那段时间，浑身疼
痛难忍，这位女工每天白天上班，夜里
去医院陪护，直至老父亲去世也丝毫没
有影响工作。像这样的事例在该班的 8
名女工中举不胜举，每个人身上都有感
人的故事。正是有了众多这样的同志，
只要有重活、累活大家都自告奋勇地抢
着干、争着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
着经她们一手修理锈迹斑驳的设备变
得锃新发亮、色彩斑斓，女工们觉得再
苦再累的心也敞亮起来。

蔡 媛

她们是矿山最美丽的“女汉子”
———记“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安庆铜矿机修厂电修班女工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月山矿业公司
以加强主业生产为抓手，以挖潜降耗、降
本增效为主线，截至到发稿时，一季度共
完 成 铜 量 219.612 吨 、 铁 折 合 量
8337.937 吨，分占季度计划的 115.6%
和 111.2%，顺利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在生产组织上，该公司加强井下采
场探、采、出、充循环衔接工作，合理搭配
东西部出矿，适当调整采场开采顺序，做
到均衡生产，对残矿进行充分回收，确保
生产衔接有序进行。

该公司利用春节放假期间对生产设
备进行检修维护，消除安全隐患。加强对
现场安全隐患整改、安全措施落实等情
况的督查力度和密度，进一步稳固了节
后生产的现场安全环境。

从加强各项生产技术指标管理层层
分解落实着手，该公司进一步改进选矿
工艺技术，保持主产品回收率，抓好各项
生产指标的稳定工作，加强物资、设备、
能源管理；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充分
调动了一线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为实现
一季度生产开门红奠定了基础。

田 芳

月山矿业公司
实现首季生产开门红

本报讯 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廉洁
从业的主动性、自觉性，形成崇尚廉洁、
风清气正的氛围，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党委在全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中开展了签
订廉洁从业承诺书活动。

该公司此次签订的中层管理廉洁从
业承诺书分八大项，内容涵盖对 《党
章》、《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
规定》的遵守、“阳光工程”实施办法的
执行、杜绝“四风”、履职尽责、联系群
众、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监督等方面。该公
司三个矿区近 60 位中层管理人员签订
了廉洁承诺书。 叶玉芳 姚学锋

天马山矿业公司
中层管理人员
签订廉洁承诺书

3 月 26 日，稀贵金属分公司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
员教育活动，组织党政班子成员和党支部书记赴铜陵好人馆
学习参观（上图），接受道德教育。让大家通过在好人馆观看
一幅幅好人图片、欣赏一件件好人实物、聆听一件件感人故
事，近距离感受好人身上如春光般的温暖，接受真善美的洗
礼。

铜陵好人馆于 2014 年 11 月建成并试开馆，集中展示铜
陵市 2014 年 8 月份前当选的 196 名铜陵“全国道德模范”、
“中国好人”、“全省道德模范”、“铜陵好人”等先进事迹。
该公司员工李春侠曾荣获“铜陵好人”称号，当日，她在铜
陵好人馆照片墙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时（左图），自豪地开心
大笑。 章 庆 摄

伴随着“细仓已满”的四声长
铃声，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碎
矿工段内隆隆的机器运转声逐渐平
息了下来。

清理完各自岗位卫生的员工们
纷纷来到水管前洗漱，代班班长汤
多奎端着刚换下的脏工作服向洗衣
池走去。“汤师傅，衣服要洗啊，给
我！”刚走到水池边，手里的盆就被
女工杜世梅夺了过去。看着杜世梅
面前满满一大盆衣服，汤多奎不好
意思地说：“你都有这么多衣服要
洗，哪能再要你洗，我自己来。”杜
世梅笑笑说：“我用洗衣机洗呀！”
“洗衣机，不是坏掉了吗？”“啊，对
了，你昨天休息，难怪不知道。昨天
工段又给我们买了一台新衣机，喏，
在那呢！”在一旁洗脸的刘中友说。
“是啊，有了新洗衣机，你们的工作

服清洗就由我一个人包圆了。”杜
世梅指指身旁的洗衣机。

碎矿班担负着硫金系统的破碎
供矿任务，是选矿生产的头道工序。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该班长年坚持在
大夜班低谷电时段开车。看着员工们
每天辛苦疲倦的身影和落满灰尘的
脏工作服，大班长黄叶贵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公司从成立之初就没有设
职工浴室和食堂，虽然公司逐年给班
组增添一些生活设施，但碎矿班工作
强度大、粉尘重，加之长年夜班，员工
们怨气自然比别的班要多。要让员工
们安心工作，就必须为大家解除后顾
之忧。黄叶贵一方面积极向车间反映
争取公司支持，一方面利用班组有限
资金，想方设法为员工们创造舒适的
作业和休息环境。没有钱，他就到家
电修理部买二手热水器、洗衣机，利

用房屋拐角隔出洗澡间；看到员工们冬
天更衣寒冷，他用废钢铁销售提成率先
安装了空调；为了让员工们吃上热饭热
菜，班里配备了微波炉、电饭煲。通过近
几年的不断投入改善，现在班组生活设
施齐全，员工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温
馨的服务。这不前一阵子，旧洗衣机频
频出现问题，黄叶贵干脆用刚领回的优
秀标准化班组奖励购买了一台新洗衣
机。

“要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必
须让员工对团队有充分的信任和满
意，让员工处处感觉家的温暖，这样才
能凝神聚气，形成合力。”黄班长说。正
是透过这些细微的“小事”，呈现出的
却是对员工们满满的一片真情，激发
了员工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干劲，也让碎矿大班再一次捧回了公
司“优秀标准化班组”奖牌。 吴奕敏

真情献员工 员工干劲足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标准化班组选矿车间碎矿班

本报讯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
不振，今年以来，有色置业公司想尽一
切办法，积极采取多种营销手段与措
施，全力加大已建成房屋销售力度，去
库存，减压力，努力保障公司困境下平
稳发展。

近年来，该公司响应国家保障房
政策，在集团公司的部署下，上马建设
了一批保障房项目，并配建了部分商
品房。由于这些项目区位差、位置偏、
环境差，再加上宏观经济持续下行，房
地产市场需求萎靡不振。目前，包括该
公司在建在售的迎江花园、世纪新城
和观山名筑在内的项目，尚有存量房

千余套。不论商品房还是保障房房，销售
都面临着很大困难，公司背负着巨大压
力。去房源、降库存，成为了该公司今年
的头等大事。

为加大销售力度，提高销售量，开年
以来，该公司在抓好有色外部市场销售
基础上，将销售对象重点放在有色内部
员工购房上，并推出了形式多样的营销
举措。一是开展了内部买房优惠政策。面
向所有有色员工，制定内部购房优惠价，
其中世纪新城每平方米均价 2880 元，
迎江花园每平方米均价 3900 元。降低
首付门槛，首付 2 万元即可买房。二是
采取奖励刺激措施。实施了买房送车，转

介奖励等多种奖励性举措。三是加大销
售宣传活动。利用周末在售楼部举办暖
场促销活动，吸引买房者。平日销售推广
中，采取“小蜜蜂”到居民区扫客活动。
利用“有色汇”微信平台发布房屋销售
消息，以及云呼叫等方式，扩大销售宣传
途径。四是针对特定群体开展销售活动。
针对返乡置业人员，春节期间，在火车站
和汽车站摆摊设点，开展拓客促销活动。
抓住二冶梅塘新村搬迁契机，连续 2 个
月设置宣传点，积极开展售房促销活动，
并收获了成果。目前，梅塘新村居户已在
该公司购买 28套。

王红平 叶安合

有色置业公司多措并举去库存

本报讯 3 月初以来，以“为雷锋精
神点赞·践行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学雷
锋志愿服务行动月”在安徽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温暖启幕。“借着学习雷锋月的契机，
更好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全院大学生广泛参与志愿服务，学习
和传承雷锋精神，推进学院志愿服务工作
常态化。”该学院志愿活动负责人介绍说。

与往年相比，该学院今年的学雷锋志
愿服务行动月更注重项目化、制度化、品牌
化运作，通过创新学雷锋活动的内容、载体
和形式，重点从“讲好雷锋故事、传播雷锋
精神、践行雷锋事迹”三个层面开展志愿
服务，10 项学院级主体活动、各系 30 余
项特色志愿服务项目一一开展。

“好人就在身边”———铜陵市好人馆
参观活动。3月 14 日，该学院组织了 50名
学生走进铜陵好人馆，现场参观学习铜陵
好人和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真切感受他
们的高尚道德品格。参观中，该学院学生认

真聆听讲解员的动情讲解，一件件鲜活的事
例感人至深，使每一名在场的人心灵受到了
洗礼。离开前，很多同学都在好人馆留言屏
幕上留下对好人们的祝福。

《青春雷锋》观影及征文“读雷锋日
记·谈雷锋精神”学习交流会。该学院深入
开展“雷锋精神进校园”活动，通过开展
“重温雷锋故事”、“每天读一篇雷锋日
记”等活动，在该学院掀起了学习雷锋历
史、寻找雷锋事迹的活动，为广大青年塑
造真实的雷锋。3 月 13 日及 18 日，该学
院先后举办了《青春雷锋》观影及观后感
征文、“读雷锋日记”学习交流会，深刻阐
释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讲好雷锋故事”青年故事会。3月 20
日下午，该学院举办了“讲好雷锋故事”青
年故事会，20 名选手通过声情并茂的故事
讲述，引导青年大学生了解雷锋先进事迹，
崇尚雷锋高尚品德，感悟雷锋时代精神。

傅大伟 何慧凝

安工学院“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月”圆满收官
为雷锋精神点赞 践行核心价值观

今年 7 月 1 日是 《铜陵有色报》创
刊 60 周年纪念日。60 年前的 7 月 1 日，
《铜陵有色报》的前身———《铜矿工人》
报诞生，创刊后的《铜矿工人》报为四开
四版，报头是张恺帆题写，周二刊、全国
公开发行。1958 年，铜官山市成立，市委
就把《铜矿工人》报的原班人马划为《铜
官山报》，至此，创刊了三年的《铜矿工
人》报停刊。

1978 年 6 月 7 日，铜陵有色金属公
司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和开展 “工业学
大庆”的需要，在时任市委副书记、公司
党委书记金克和副书记巩志明的关怀
下，《铜陵有色报》首次复刊了，复刊后
的 《铜陵有色》 报 （当时叫 《有色战
报》）为不定期。1979 年 5 月 30 日又改
名为《铜陵有色》（周报），到 1980 年 5
月 28 日，复刊后的《铜陵有色》报共计
出版 76 期，在时任铜陵市委副书记、有
色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徐乐义的指示下停
刊了，停刊后的报社人员除留下我和王
成美在有色机关外，其他人员大都调到
当时正在复刊的《铜陵报》社。

1985 年 11 月，有色公司党委决定
恢复《铜陵有色报》，并成立以闻杰同志
为总编辑、我为副总编辑的筹备班子。经
过十个多月的运作，1986 年 10 月 1 日
《铜陵有色报》第二次复刊了。二次复刊
后的《铜陵有色报》，在历届公司党委和

公司宣传部领导的重视和指导下，一步一
个脚印，走出了一条由内刊到全国公开发
行（全国统一刊号），由周一刊到周二刊、
再到周三刊；由四开四版（上世纪九十年
代周六报为四开八版） 到对开四版 （大
报）、期期套彩的发展道路，并成为全国公
开发行的优秀企业报。

每逢佳节倍思亲，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庆祝《铜陵有色报》创刊 60 周年的大
喜日子里，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那些关心
《铜陵有色报》复刊、出版的领导和热心
读者朋友，现撷取几段，以飨读者。

最难忘的一次采访

1987 年 5 月 23 日上午，我到铜官山
矿采访时任矿长、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朱本超。因
为 5 月 22 日下午，我打电话与朱矿长有
约，于 5 月 23 日 8 时 45 分到达铜官山矿
办公室。不巧，当时朱本超矿长正在参加
全矿召开的生产安全大会。我对矿办秘书
说：“那我明天再来采访他吧！”秘书说：
“你等一下，我到会场向朱矿长打个招
呼。”几分钟后，秘书回来笑嘻嘻地对我
说：“朱矿长让你在他办公室里等一会，他
10 分钟后就来。”我说：“那怎么行，不能
耽误他开会啊！”秘书说：“朱矿长说话板
上钉钉，他肯定不到 10 分钟就会来的。”
果然，不到 10 分钟，朱矿长就回来了。我
不好意思地说：“不能为了采访，耽误你开
会啊！”朱矿长说：“我都安排好了，我该讲
的话都讲完了！采访什么，现在就开始
吧！”

（下转第二版）

每逢佳节倍思亲
———谨以此文献给为《铜陵有色报》复刊

和办好此报做出贡献的领导和通讯员朋友

2 月 5 日中班，铜冠矿建公司天马
山项目部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温通十九
处现场跟班队长王红发在盲井负 335
米中段信号室未戴安全帽，违反了铜冠
矿建公司劳动保护用品管理相关规定。
给予王红发违规罚款 300 元，并批评教
育指正。 铜冠矿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