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马山矿业公司笔东工区采掘班班长胡朝胜
胡朝胜是天马山矿

业公司笔东工区采掘班
班长。在井下工作 20 多
年来，他熟练掌握了打
眼、支护、爆破等技术，成
为“一专多能”的采矿能
手。

2014 年，在井下负
510 米 6~7 线采场采掘工
作中，他针对该采场通风
条件差、环境温度高、顶
帮板不稳固现状，认真进
行找顶、支护等工作，确
保安全生产，带领班组完
成采矿量 7 万吨、掘进
1000 多米，安全高效地完
成了全年生产任务。

他在生产中不仅苦
干，更注重巧干。井下负
510 米开拓工程中有一处
采场地质岩石复杂、顶板
破碎，他凭着多年的工作
经验，从布置眼位、凿岩深
度等方面分析着手，摸索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凿岩方
法，避免了冒顶现象，确保
了工程安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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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一”劳动节前夕，冬
瓜山铜矿在全矿 2500 余名职工中评
选表彰了 10 户父子二代矿工的家
庭，并授予“矿工世家”称号，激发广
大员工开发矿业、创造辉煌的使命感、
光荣感、自豪感。

近年来，该矿始终秉承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真正做到企业发展为了员
工、发展依靠员工、发展成果由员工共
享。他们坚定矿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
程，实际上就是一部几代矿工不畏艰难、
自强不息、接续奋斗的创业史，一部广大
矿工扎根矿山、奉献青春、创造辉煌的
光荣史。在企业效率、效益提升的基础
上，该矿不断提升员工“幸福指数”，把
保障矿工安全、改善矿区条件、富裕矿
工生活作为幸福矿山建设的着力点。同
时，铭记老一辈矿工开矿业绩，激励新
一代矿工奋发有为，把提升矿工地位、
弘扬矿工精神、发挥矿工才智作为企业

提质提速发展的支撑点。通过设立“矿
工节”、评选“矿工世家”、兴建文体中
心、开设职工书屋、创办文化驿站、举办
优秀青工恋爱旅游、表彰标兵功臣等形
式，大力弘扬矿工们的高尚品格和奉献
精神，进一步激励全矿职工争做安全生
产的标兵、争做推进发展的先锋、争做
促进和谐的典范、争做学习创新的楷模
的信心。一批批生在矿山、长在矿山的
热血男儿，他们子承父业，扎根井下，用
志在矿山献青春、奋战采场竞风流的绚
丽人生，诠释着“劳动光荣”魅力。涌现
出全国劳模王利胜、安徽省劳模汪贵生

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磨浮班、全国有色行
业系统模范班组采矿班等一批先进人
物和集体。

“这是对我们父子二代矿工的最高
褒奖呀！”今年 76岁的吴宏法，1958 年
参加工作，当过先进，立过功，在矿山井
下干了 26 年的打眼工才光荣退休。如
今，当他手捧沉甸甸的“矿工世家”奖杯
时，激动不已地对获得全国有色行业技
能大奖的儿子吴东升教诲：“矿山发展，
根在矿工。劳动光荣是我们矿工生生不
息的主旋律。”

汤 菁

冬瓜山铜矿高歌“劳动光荣”主旋律
铭记创业史 开拓新征程

本报讯 今年
4 月，上海浦东新
区政府下发“关于
认定铜陵有色金属
集团上海投资贸易
有限公司为浦东新
区区域性总部的批
复”。这意味着铜
陵有色上海投资贸
易有限公司拥有享
受总部经济的优惠
政策资格，步入浦
东知名大企业行
列。

2012 年 5 月，
集团公司决定在原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的基
础上进行整合升
级，并更名为“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上
海投资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为
人民币 5 亿元，注
册在上海浦东新区
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

整合升级后的
上海投贸经集团公
司授权，将经营贸
易分公司、国际贸
易分公司、上海国
际贸易公司、香港
通利公司、香港通
源公司进行一体化
运作，集国内贸易、
国际贸易、期货经
纪、资本运作为一
体，打造铜陵有色
在上海的贸易金融
平台。

上海投贸以
“一年出形象，三
年成规模，五年铸
精品” 为发展目
标，遵循“高起点、

高标准、高水平、高速度”的发展要
求，大力贯彻执行“大营销、大经贸”
的营销战略，统一协调运作；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完善内外联动机制，形
成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经营模式，在
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提高
国际化运作水平。同时充分利用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区位优
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总部经济集
聚的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加强经济技
术合作与交流，经济总量快速增长，销
售收入从 2012 年的 370 亿元到
2013 年 548 亿元，再到 2014 年 768
亿。净资产回报率年年超过 10%，并
逐年上升。三年来，上海投贸一年一个
台阶，稳健快速增长，体现了良好的成
长性。

上海投贸的快速发展也受到了浦
东新区政府的关注，2014 年，在上海
投贸的经济总量和纳税额达到规模
后，及时进行了区域总部认定的申报
工作，2014 年 12 月经上海浦东新区
商务委员会、财政局、工商局、税务局
等部门组成的认定小组审核，申报材
料一次性通过。今年 4 月，上海浦东
新区政府下发了“关于认定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上海投资贸易有限公司为浦
东新区区域性总部的批复”，标志着
上海投贸跨入浦东新区区域性总部企
业行列，实现了“三年成规模”的发展
目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吴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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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冠铜业分公司立足本
年度“科技创新年”实际，结合公司未
来发展需求，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员工
培训，不断强化员工队伍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着力打造学习型企业。

今年初，该公司有针对性地编制
了 《金冠铜业分公司2015年培训大
纲》，将全年员工培训划分为安全环保
类、生产技术类、专业管理类、党群类以
及基础与通用类五大类别，共计32个
培训项，细化到各车间，达190余项。在

行政管理人员中开展中层干部管理、廉
洁从业教育、标准化班组管理、党群业
务等内容的培训，拓宽培训的广度和深
度，促进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对
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体系、科技管
理、生产管理、绩效管理、工程管理、
ERP、QC活动等方面培训，着重培养
技术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业务技能；
针对生产技术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SOP、TPM、工艺保全、设备点检与故
障排查等多方培训，通过岗位练兵、技

术比武等各种形式，促进员工在实践操作
中成长、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成才。

该公司积极推动包括培训需求调
查、培训计划制定、培训组织实施、培训
过程跟踪、培训考核评价、培训效果评
估、工作改善提高等在内的全流程培训
管理，强化职能部门推进责任，使培训工
作常态化、规范化。

为保障学习培训质量，该公司还将
员工培训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各单位的组
织绩效考核。公司每月对各单位培训情
况进行考评，根据培训的组织开展情况
和培训课件、台账等记录的规范性，进行
季度、年度培训总评。 刘 萍

金冠铜业分公司着力打造学习型企业

五一劳动节 我们都在岗

“5·1”节期间，铜山矿业公司劳
模们在小长假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劳动之美。

5 月 1 日 8 时许，刚获得集团
公司劳模称号的该公司采矿区支柱
班班长易士杰就来到综合楼。“今
天我们支柱班分两个班进行作业，
柯光明到负 658、负 685 两中段进
行废石溜井锁口。老陈，你带人到负
658 中段的 1 号充填池进行浇灰。
到现场，你们要仔细检查现场，把安
全带都要系好了！”刚派完班，易士
杰正在为当日生产任务计划进行人
员调配安排。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后，
他就匆匆换上工作服，与其他工友
一起赶到备品库，去拉当天的溜井
搭平台用的三寸板。当他谈及刚获
得劳模荣誉时，这位年近 50 的汉
子，略有羞涩的说：“工作是大家一

起干的。近期生产任务比较紧张，现在
我们这个支柱班是集支柱、打眼、浇
灰、参与各类重点工程建设于一身的
复合型班组了。下一步，我们就转到负
793 米中段，进行主井回收整改项目，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主动放弃了休
假的机会。我是班长，也不能有半点怠
慢，更不能影响到全区的生产进度。”

当日，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
范、该公司工程区打眼工方晓德也放
弃休息，前往井下作业。“今天我和宋
培明一起，在井下负 568 米中段 7 号
房切割层作业。今天我们争取多打几
米，为下一步采场早日衔接做准备，也为
兄弟单位提前进入采场争取时间……”
说话间，伴随着清脆的信号铃声，罐笼上
来了，易士杰、方晓德与候罐区的职工们
一起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节日里的劳模

5 月 1 日上午，记者随有色建
安钢构公司党支部书记朱文志，来
到铜冠机械精加工及装配车间施工
现场 ，只见阳光下钢结构闪闪发
亮，分散在几处作业的红色身影在
碧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扎眼而
又灵动，灰蓝色的檩条与钢梁纵横
交错，与各种螺栓一起共同构筑成
了一个厂房的雏形。

该工程面积约为 14000 平方
米，总造价 2200 万。自 3 月 23 日
进驻现场以来，该公司就及时调配
了两个班组，利用晴好天气，加班加
点，目前项目推进较为顺利，已完成
一半钢结构的吊装。

记者一行走进半成品的车间，
只见十几名工人分布在三个角落，
互相配合着安装檩条和细杆。“我
们的工人非常辛苦，大部分工作都
是靠他们的体力完成。”朱文志感
叹道，除了下大雨没法施工，他们一
年到头是没有节假日的，因为工程
建设不能停，工期很重要。

驻足于一堆檩条旁，抬眼望去，
记者发现在十几米的高中空，一个

手拿工具的红色身影正在小心翼翼地
挪动着步伐，到达一处后，便缓慢蹲下
开始作业。朱文志告诉记者：“这对我
们来说不算很高的，我们的工人曾在
40多米的高空完成任务。”

该项目经理宋林告诉记者，由于
厂房跨度达到了 30 多米，是一般车
间的两倍，因此安装、固定钢梁就十分
艰难。该公司的两个班组，在十几米的
高空，安装一点、固定一点，最终顺利
地完成了钢梁的安装。

在施工现场，记者还发现了一张
张悬挂在空中的安全警示牌，其颜色
醒目，极易引起他人关注。宋林表示，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对安全问题格外
关注。挂起警示牌，一方面是为了时时
刻刻对现场操作人员起到警示作用，
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响应集团公司的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提高工
人安环意识。

据了解，1 到 4 月份，该公司构件
加工量达到 2800 吨。“剩下来的两个
月时间，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上半年
完成 5000 吨的构件制作量。”朱文志
信心满满。 陈 潇 李海波

只为项目快速推进

“5·1”小长假，铜冠黄狮涝金
矿公司开足马力抓生产，矿区呈现
出一派浓浓的大干景象。

进入 4 月份，该公司矿山形势
进一步好转，生产步入快车道，主产
品产量完成下达生产计划128%。在
当月的生产经营分析会上，该公司
作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五一生产不放假，确保 5
月份产量再创新高”动员部署。

“在 4月份生产任务超额完成
的情况下，选矿厂集中精力，进行了
停机检修，先后完成磨机衬板、中板
机中板和分级机主轴、叶轮检修更
换，为大干 5月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选矿车间，该公司调度室主任傅
常胜介绍说。在浸出吸附槽平台上，
选矿厂副厂长陈荣指着整修一新的
除屑筛说：“为了保证大干 5 月份

目标的实现，我们在停机检修期前，针
对需要改进的地方，组织动员机修人
员，集中大家的聪明才智，开展小改小
革技术创新活动。这个除屑筛就是我
们自己动手制作的，运行起来非常顺
畅，既节约生产成本，也为检修争取了
时间。”

来到矿石堆场，氧化矿、原生矿分
别堆放，一座一座像小山一样，
“500”、“1000” ……副主任用手
“丈量”着矿量说道：“现在矿量很
充足，这些矿大约 3500吨。井下采矿
也憋着一股劲，必须在汛期来临前多
采矿，以保证雨季的均衡生产。目前井
下采矿口子多，正在采取多种方式，加
大出矿量。”

离开堆矿场，回头看看，几名倒矿
工正在有条不紊地将一车车矿石倒进
堆场。 江 飞

开足马力抓生产

五一放假期间，铜冠铜材公司职工坚守岗位正在生产作业。进入二季度，
随着市场逐渐转暖，订单增加，铜冠铜材公司抓住时间全面启动生产线，满负
荷组织生产。赶上五一小长假，为满足客户需要，保障生产和产量稳定，该公
司组织职工发扬奉献精神，放弃休假，在工作岗位上加班加点开展生产作业。

王红平 摄

《铜陵有色报》已经走过 60 年
的非凡岁月。60年来，它如一名文化使
者，用辛勤的笔墨记载着铜陵有色公司
的历史；又如一个虔诚的弟子，亦步亦
趋地追随着集团公司的发展步伐。

文以载道。岁月的流逝可以带走
一切，但惟有文化可以生生不息、代代
相传。《铜陵有色报》就是一个文化平
台，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铜陵有色人
的梦想；记录着、传播着一代又一代铜
陵有色人的欢乐和汗水。

作为一名入职铜陵有色 15 年的
基层通讯员，通过《铜陵有色报》这个
平台，我有幸认识了太多的朋友。在报
社领导层面，我先后与殷修武、叶大钊、

范德玉、周宗雄、施学峰等往来颇多。在编
辑层面，我先后认识了老一代的徐业山、
徐继斌、邢英俊等老师；中坚力量的王松
林、朱莉、王红平、窦华、江君等；后起之秀
的傅大伟、陈潇等。坦率地说，我与他们都
是君子之交，相互视为知交或朋友。

人们说，脚底板下出新闻。我一直
以为，记者到基层采访是“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的表现。15 年来，如有记
者到单位采访，我总是千方百计提供
方便，先向领导汇报，与采访对象或党
支部沟通，再设法收集与采访有关的
材料，力争记者、企业、采访对象三满
意。记者来采访，既是对采访单位的肯
定，也是记者向基层及采访对象学习，
我作为陪同者也是向记者及采访对象
学习的过程，三方共赢，何乐不为。

基层通讯员的岗位是个广阔的舞
台。坐上这个岗位，责任心驱使你必定
有所作为，竞争环境逼着你必须长年

坚持学习、开阔视野、勤于思考与写作。
写稿过程同样是个学习过程，在写稿中
你得敏于观察、善于总结、勤于思考，如此
日积月累，你的才华和能力迟早会被领导
认可，稍有机会，你可能走向更新更高的
舞台。

再想想，通讯员通过写稿可以挣点“外
快”，并借此扬名一方，可谓“名利双收”。
《铜陵有色报》创办6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
借助这个舞台，成名成才。大浪淘沙。一直坚
守在通讯员岗位的，多半具有超人的毅力。
想想也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还要几
个人愿意长年干这种“吃力不讨好”而又必
不可少的文字活呢？

饮水思源。作为一个有一定阅历的
通讯员，我一直心存感谢。我总觉得是
《铜陵有色报》助我走上通讯员之路，成
为一名职业“写手”，让我累并快乐着；
没有报社伸出援手，或许我到现在还呆
在有色的某个旮旯里。珍惜岗位应是通
讯员最起码的职业操守。

愿《铜陵有色报》越办越好，常办常
新！

王征社

舞台广阔任君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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