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冠机械公司无轨分厂职工日前正在调试铲运机。无轨分厂职工在从事无
轨设备装配、调试生产中，积极提出建议、提案，并有较多建议被公司采纳，为公
司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其中，该分厂职工薛建平所提的
《四立方柴油铲运机发动机进排气管改进建议》 近日获得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
二等奖。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由于新凤 324 线路 29 号铁塔接地电阻偏大，影响整条线路的避雷效果，5 月
下旬以来，凤凰山矿业公司组织精干人员对其进行整改。他们通过重新开挖接地
体地沟，把 7 根 2 米长的钢棒打入地下后，将 20 多米长的圆钢铺设在地沟内，再
牢固地焊接在钢棒和铁塔塔基的接地线上，形成新的接地环网，并对接地电阻进
行了技术检测，达到避雷效果。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摄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铜冠物流公司金城码头开展向职工子女送学习用品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
个快乐温馨的儿童节。

图为金城码头计生兼干向职工子女赠送学习用品。 王树强 王杰 摄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开展以来，扎实做好安环工作的意
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铜山矿业公
司掘进区每个职工心坎中，这些工
作在井下最前沿的一线生产者深
刻感受到安全环保的重要性，结合
生产实践在该区自主开展了人人
轮流当一天安全员活动。

“江峰，到！”5 月 21 日上午，
刚刚参加完集体派班的该区生产
一班班长陶勋国在安排本班当日
生产，首先通知当班职工江峰：“今
天你的任务是 2 号采场东头掘进，
同时也轮到你当班中安全员，要在
确保完成本职生产任务的同时，公
正地行使你班中安全员的督察责
职，下班时要认真填写检查隐患及
处理情况记录，必须尽心尽职
……”亲手接过印有“安全员”肩
牌的江峰更换完工作服便立马奔
向负 613 米中段 2 号采场该班施

工点，一路上他不忘自己今天肩负
的责任，路边的供风水管状况、运
输主巷道是否存在障碍、相关兄弟
施工单位与本班生产有无干扰等
情况均细细查看。当来到生产作业
点 2 号采场，已有几十年井下生产
经验的他感到今天身上的担子格
外重。自上月该班承担该采场掘进
施工以来，一直面临着通风不畅、
顶帮板垮落严重，高天井连续不断
作业，因此必须要从现场管理上为
班组职工创造安全可靠的条件，于
是便推亮照明，拖出风水管将施工
现场四周进行喷雾降尘，紧接着拿
起找顶钎对每处帮顶做全面细致
地“问诊”，并对其它地段的掌子
面人行天井口铺板、梯档以及有害
气体检测等相关机械设备一一检
查，一阵忙活后正好班组人员一
起来到现场，江峰立即把检查情
况向他们做了详细汇报，并以严
肃的语气告诫大家：“你们现在已
进入施工现场了，要履行班前集
体宣誓的承诺，‘三不伤害’制度
遵守现靠你们个人掌握，今天我
是安全员，一旦检查发现有不规

范的行为，你们可别怪我 ‘无
情’，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对企业和
家庭所担负的责任……” 说完便
扛起打眼机带一名助手朝东帮作
业点走去。

临近午饭时间，他按惯例来
到吃饭间立即询问班组各作业
点生产中的状况，并要求下午爆
破时一定要加强警戒与通风，收
拾整理好工具机械，乘罐时要遵
守乘罐制度。3 时 30 分，最后一
批升井的江峰顾不上满脸油污，
迫不及待地把一天班中的经历
做好记录和交代，将“安全员”
肩牌交给班长时感慨地说：“平
时现场安全都是由专职安全员管
理，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担起安全
员的角色，感到承受的压力非常
大，安全生产不仅仅是每个职工
的责任，更关系到千家万户与社
会和谐稳定，今后我不仅要体谅
安全管理人员的 ‘唠叨’，更要
积极配合协助加强安全生产的监
督，让安全环保的责任意识时刻伴
随我行进……”

吴 健

今天我是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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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张斌应聘到铜冠冶化分公
司球团车间任原料工。陌生的工作环境、全新
的工作任务、不一样的工友，对于 80 后的他来
说意味着一切都面临着挑战。

球团车间原料系统是球团生产的起始工
段，包括原料的受卸和贮存、皮带运输、原料混
合、高压辊磨、配料、强力混合等工序。原料的
粒度、水分直接影响球团产量、生球质量及能
耗水平，原料粒度愈细，成球性愈好，铁球团强
度愈高。原料系统战线长，粉尘、噪音相伴，进
口设备较多,其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球
团生产状况。工作岗位重要，工作任务繁杂，工
作环境恶劣，这些都没有难到张斌，为尽快适
应岗位变化，他勤跑现场细心观察，不耻下问，
虚心求教，奔走于生产现场，查设备，理皮带运
输路线，问隐患及处理方法，画工艺流程，在实
践中提高自己。功夫不负有心人，张斌很快就
掌握了相关工艺技术和设备操作技能，逐渐成
为原料班的中坚力量。

“小伙子胆大心细，工作认真负责”，原料
班班长胡江华对张斌赞不绝口。去年 11月的
一天大夜班，张斌在巡检时突然发现一条皮带
有点不正常抖动，他打着手电筒，仔细检查皮
带、托辊、首轮、尾轮、电机等，一点一点地认真
查看，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张斌没有放弃，他
告诉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遗漏了，通过继续
仔细检查，问题终于让他找到了：原来是一块
小的不起眼薄贴片卡在皮带首轮中间部位。张
斌马上向车间中控室汇报，根据中控员的指
令，他戴上防护手套，关闭电机，仔细清理掉薄
铁片，再重新启动电机，皮带抖动消失了。事后
车间领导对他进行了表扬。

张斌不怕吃苦，聪明好学。去年 3 月的一
天，他在班中发现一条皮带跑偏，导致原料运
输系统中断，必须立即进行纠偏。因当班的维
修人员在别处抢修，张斌二话不说，在得到中
控员的同意后，自己主动拿起扳手干了起来。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先松开尾轮的张紧螺杆，
将皮带点动，慢慢纠正后，再将螺杆调整到合
适的位置固定好，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避
免了系统停车检修，受到车间领导的表扬。今
年 3 月，因生产需要，车间安排张斌从事造球
工作。造球是个技术活，这对张斌而言又是巨
大挑战。从不服输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
样子来，他勤学苦练，多动手、多思考、多总结，
现已成为生产二班主力造球工。

王松林 周大伟

胆大心细为工作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青年岗位能手张斌

5 月 21 日下午，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动员会，学院相关领导参加了动员会。会上，该院对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作出了全面安排部署。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机械总厂
离休干部张顺贤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 22 时不
幸逝世，享年 86岁。

张顺贤同志，男，系山东省夏
津县人。1929 年 1月出生，1947 年
11 月于山东省夏津县双庙村参军。
1948 年 1 月至 1971 年 1 月，在部
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和政
治处副主任等职务。1978 年 10

月，由部队转业到原机械总厂政治
处、宣传部和纪委等部门工作，先后
担任副主任、副部长和副书记等职
务。1982 年 11 月离休，享受县级待
遇。

张顺贤同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已于 5 月 24 日上午 8 时 20 分在市
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控股铜冠矿冶设备有限公司

2015 年 5月 22日

张顺贤同志逝世

乐观开朗，工作中却能凝心
聚神，一点不含糊；爱干净整洁，
却能坚守在油垢与尘灰遍地的岗
位数十年。汪宏，这位集团公司优
秀班组长、凤凰山矿业公司露采
车间维修班班长，就是每日在尘
沙飞扬的露天环境里，为企业默
默奉献。

凤凰山矿业公司露天开采共
有 11 种 30 余台生产设备和辅助
设备，大都数为 1996 年购置运
行，属超期服役，机械性能衰退严
重，由此带来耗油量大、维修量
大、故障多且潜伏着安全隐患。面
对每况愈下的设备状况，作为班
长的汪宏没有半句埋怨。为管好
维修班及车间设备、为使自己尽
快掌握各类设备性能，提高维修
技能，他一方面通过业余 “充
电”，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
面，在实践中反复捣鼓、琢磨、总
结，带着疑难问题到已退休的老
工人家去“取经”，很快就成为一

名维修露天采运设备的行家里
手。

针对设备老化耗油量大、自
卸车备件及轮胎价格上涨等情况
他十分着急。为推动节能降耗工
作，他广泛征求一线操作工和驾
驶员的建议，制定了一套科学实
用、时效性强的 《设备管理办
法》。日常管理中，他对每一台设
备指定专人负责制，严格执行设
备润滑“五定”制，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他加大成本考核力
度，对各类驾驶员油料消耗和备
件费用分别制定适宜的单位用量
或单价，与完成作业量挂钩，实行
公示制严格考核。他积极倡导开
展修旧利废工作，提高备件材料
的使用寿命与再利用价值。去年，
在他的组织带动下，维修工段利
用阴雨天修复汽缸 14 台、举升缸
16 台、差速器 15 只，节支各项成
本费用达 38 万余元。为该公司节
能降耗工作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维修班长，善于用
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感染带动职工
完成各项艰巨任务。”这是维修车
间同事们对汪宏评价最多的一句
话。去年 6 月的一天，该车间的一

台主要挖掘机链轨断裂、导致该
挖掘机行走掉道。对矿山而言，即
将面临连续的休息停产。为不影
响生产，当日傍晚，远在 40 公里
外市区的他，毅然放弃休息，坐上
最后一班公交车赶到作业现场，
带领工友冒雨进行了抢修。高温，
淋雨，疲惫，油垢，在这样恶劣环
境里，汪宏一趴就是 4 个多小时，
一处处查找原因，终于成功修复
铲车，为企业生产赢得了时间。

每逢周二，是该公司露天采
场对所有设备实施点检的时间。每
到星期二，同事们都能看到他带领
采掘设备、自卸车辆两个专项小组
奔走在尘土飞扬的露天采矿场情
景。对他而言，查出的问题就要当
日安排人员进行抢修。对影响设备
安全运行且原因不清的故障点，也
要在当日进行设备解体检查，查找
问题。几年来，该公司露天采矿场
的电铲、钻机、自卸车等主要生产
设备的出勤率均达到 85%以上。维
修班在他的带领下，保证了车辆正
常出勤。去年，该车间完成剥离 7
万立方米，残矿回收 6.88 万吨，完
成采剥总量 8.96 万立方米。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吴美娜

汪宏：在油垢与尘灰遍地的岗位上坚守

自退伍分配进金昌冶炼厂以
来，丛斌一直工作在生产一线。在
厂部公推直选中，他被推选为综
合车间双污处理三班班长。二十
多年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上自身
不懈的刻苦钻研，丛斌带领双污
处理三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近年来，随着工厂转型工作
的全面推进，为确保平稳过渡，金
昌冶炼厂及时对生产操作进行平
衡调整，进入车间的废酸和废水成
分也越来越复杂，作为一名双污处
理班长，丛斌严密监控双污染处理
过程中的指标参数，并做到每个操
作工序不能出现丝毫偏差。

作为一班之长，安全工作无小
事，安全管理工作是各项管理中的
重中之重。丛斌从自身做起，变压
力为动力，每天从污水中和操作平
台到污酸硫化生产现场，随处可见
他忙碌的身影。在抓好生产的同
时，他始终要求班组人员严格执行
安全标准化操作规程，发现违章作
业当即制止并批评指正。多年来，
正是由于他的严格管理，他所带领
的班组人员未发生一起设备及人
身事故。

一天夜晚，正在当班的丛斌巡
检时发现污水浓密机泥耙出现故
障，不能正常转动，随即向车间值

班汇报。在经过维修人员的初步判
断后，要将污水浓密机中泥全部清
理方便维修。即将下小夜班的他，
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工作。此
时，夜晚的温度很低，但为了生产
尽可能少受影响，他带头下到池
中，和工友们一道用水枪冲洗淤
泥。尽管又冷又累，但他全然不顾，
一直干到第二天七时许，为设备抢
修赢得了宝贵时间。车间像这样的
急难险重任务很多，几乎次次都有
他忙碌的身影，可他从无怨言，忠
实地履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
职责。

朱莉 齐宏明

丛斌：一切为了水更清

本报讯 当月高纯铜产出率大于
98%小于等于 98.5%，每吨铜奖励 5
元；当月高纯铜产出率大于 98.5%小
于等于 99%，每吨铜奖励 10 元；当月
高纯铜产出率大于 99%小于等于
99.5%，每吨铜奖励 40 元；当月高纯
铜产出率大于 99.5%，每吨铜奖励 60
元……日前，金昌冶炼厂电解车间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基层七个生产班组
自主开展了 “提高高纯铜产出率”劳
动竞赛活动。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
今年，金昌冶炼厂除开展“提高电铜
直收率，降低吨铜成本”和“阳极铜单
炉产量”两项厂级专项短途劳动竞赛
外，还大力鼓励引导和支持各基层车
间结合实际自主开展劳动竞赛活动。

该厂五个基层车间结合各自实际
共开展了 8项自主劳动竞赛。熔炼车

间开展“五比五赛”劳动竞赛，电解车间
开展了“提高高纯铜产出率”和“综合
绩效争先赛”两项劳动竞赛，硫酸车间
开展“自主管理，挖潜降耗”竞赛，动力
车间开展“余热发电量登台阶”竞赛和
“细管理、提绩效”2 项竞赛。综合开展
“关键岗位、关键指标”竞赛和“班组综
合管理竞赛”。各车间在自主开展劳动
竞赛活动中，建立相应竞赛活动台账，每
季对自主开展的劳动竞赛开展效果自
评。厂劳动职能管理部门定期组织人员
到各车间检查劳赛开展情况。各车间自
主开展劳动竞赛奖励资金从各车间绩效
奖中支付，厂部结合各车间关键绩效指
标完成及劳赛开展情况进行评定，按一
定比例给予一次性劳赛奖励资金补助。
针对在开展自主劳动竞赛活动中不认
真、不扎实、走形式等现象，一经发现，取
消一次性资金补助。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支持引导车间自主开展劳动竞赛活动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运输区职工为
工友方正身患骨癌的女儿踊跃捐款的故事，像
春风化雨般温暖着患者家属的心。

前一段时间，该矿运输区生产班职工方
正 7 岁的小女儿感觉腿关节时常疼痛，而且
伴随高烧持续不退，经医院 CT 等检查确诊
为骨癌，必须及时入院治疗。为了给女儿治
病，这对一个三口之家仅靠他一人工资维持
日常开销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
担，再加上他家在不久之前刚刚贷款买了新
房，经济上就更加拮据。由于他女儿病情的发
展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治疗，后续的治疗
费用则仍是个未知数。这时，面对精神与经济
上的双重压力，他与家人一筹莫展。病魔无情
人有情。运输区党政领导得知此消息后，为了
能使这个面临困难的不幸家庭渡过难关，除
及时把方正女儿的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反馈
之外，还在全区范围内发动职工开展献爱心
捐款活动，当区领导在派班会向全区职工提
出捐款倡议后，广大职工积极响应，踊跃捐
款，你 50 元、我 100 元、他 200 元……大家
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表达对这个遭
遇不幸家庭的一份爱心。该区职工陈宏生女
儿去年也患重病住院，花去了不菲的积蓄，当
天他在家休息闻知后也赶来单位捐上 100 元
现金，他说：“我女儿去年生病住院时，感受
到领导与同事们对我的关怀与捐助，现在同
事家有困难，我也应该出把力……” 短短的
几天时间里，区里就收到职工的爱心捐款
8890 元。5 月 15 日早上，运输区党支部书记
徐南信和区长徐雄等区领导再次来到方正
家，当他从区领导手中接过这份饱含着全区
职工浓浓深情的爱心款时，眼含泪水激动地
说：“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领导和工友们的
关怀和帮助，我会更加努力工作来回报大家
的这份关爱！” 左 勇

病魔无情 人间有爱

本报讯 腹泻不止苦不堪言，情急之下竟
用麻油瓶塞住肛门来止泻，没想到瓶子滑入盆
腔，险些酿成大祸。好在及时就诊，经过铜陵市立
医院普外一科专家紧急手术，病人才转危为安。

笔者从铜陵市立医院普外一科了解到，事
情发生在5月 21日上午，患者，男，67岁，因肛
门内塞入玻璃瓶3天伴肛门停止排便排气到该
院普外科门诊就诊，首诊医生听完其口述，进行
了初步检查后，立即收住院治疗。入院后对其进
行了全腹部 CT 及腹部 X光检查，看到片子，
医护人员大跌眼镜惊呆了，直肠上段瓶状异物，
异物已入盆腔。经专家们反复讨论认为：该异物
巨大，自行排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手术指征明
确。经过精心准备，于当日下午急诊在全麻下行
“经肛门内直肠异物取出术”，手术由唐斌副主
任医师主刀，顺利取出了大小约 16cm×6cm
的玻璃瓶。现患者恢复良好，无肛门出血及肠道
穿孔征象。 童绪龙 张正东

铜陵市立医院巧为患者解病痛

本报讯 5 月 22 日，来自安庆铜
矿党群机关和采矿工区的堪称安庆铜
矿“NBA”的两支篮球劲旅球队，经
过多轮角逐，在决赛中一决高下。篮球
场上，两支劲旅队赛得难解难分，场
下，观众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据悉，为了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该矿在五月份组织了这场篮球赛, 共有
7 支代表队参赛。经过 6天 13 场紧张激
烈的角逐，机关二支部代表队最终获得
冠军。

胡耀军

安庆铜矿开展职工篮球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