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刚满 30 岁的钱贵宾从铜山矿
应聘到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车间干发电工。
从未接触过发电这一行业的钱贵宾，刻苦钻
研，虚心求教，不懂就问。他学看流程、了解
设备、熟悉操作，勤问、勤跑、勤动手，很快就
成为余热发电班的中坚力量。三年后，他被
车间选聘为余热发电班班长。

汽轮发电机组日常巡检涉及到振动、温
度、压力、转速等一系列重要参数，稍有异常
就会导致保护装置动作，造成停机事故。钱
贵宾以“严、细、实”三原则要求大家，巡检
时做到严谨、细心、务实，不漏检、不套表。去
年 3 月的一天，正在现场巡检的钱贵宾对设
备点检时，发现 1 号汽轮机高压油动机处
出现裂痕，机油正往外大量喷溅，当时情况
紧急，蒸汽压力大、温度高，易使机油着火燃
烧引发火灾。他果断处置，下达了紧急停机
指令，并将情况立即报告给领导和相关部
门，避免了一起设备事故，受到领导的表扬。

前年冬天的一天凌晨两点多钟，天气寒
冷，温度已降至零下摄氏 2 度，熟睡中的钱
贵宾突然被手机铃声惊醒，原来是班组的同
事打来的电话。听到全厂跳电、二期直流油
泵故障未能联锁开启、无法供应润滑油等现
象描述后，他立即回答：“我马上过来，按全
厂停电紧急停车预案进行操作！” 放下电
话，他马上打车赶往车间，到现场后换上工
作服，带头进行人工盘车，指挥当班人员轮
流替换，连续人工盘车直到 5 点钟，油泵检
修恢复正常，避免了 2号发电机组烧瓦、大
轴磨损弯曲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我是一位班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钱贵宾率先垂范，工作不怕苦累，事事干在先、
冲在前。去年动力车间大修期间，他每天根据检
修项目内容，对当班人员派班时合理安排，明确
要求大家注意项目跟踪、安全监督、现场巡检。
他带着4个新进的员工到检修现场，向他们详
细介绍汽轮机、辅机设备的内部结构和原理，并
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判断故障的经验。硫酸两
期系统同时停车检修期间，余热发电班的大部
分检修项目都集中在几天时间里，项目多、时间
紧、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每年
大修都是这样过来的。”他笑着说。

“有责任心，勇于担当。”提起钱贵宾，车
间领导交口称赞。2012年，动力车间提出在
余热发电班开展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钱
贵宾积极响应。为确保创建活动取得实效，他
多次组织班组生产技术骨干和党员同志开会
讨论、商议，分析研究活动步骤和措施，围绕
保障汽轮机组、发电机组等重点设备的安全
稳定高效运行，创新班组管理思路，结合班组
实际，拟定出台了“和谐、技能、管理、效益、创
新”5型班组建设方案，在班组设立设备承诺
岗。经过全班同志的艰苦努力，余热发电班各
方面工作均取得优异成绩，2013 年、2015
年，先后被铜陵市总工会、安徽省总工会授予
“工人先锋号”的荣誉称号。 王松林 何勇

“工人先锋号”的领头人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钱贵宾

面对 7 个党支部、159 名党员、
584人的职工队伍，如何最大程度地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凝聚发
展的强大合力？铜冠冶化分公司党委
坚持把党建理论与学习型组织建设理
念有机结合起来，在两级党组织和党
员中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不断提升
党组织的工作水平，以实现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双赢”局
面。

近年来，该公司党委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学习型党组织
创建工作，适时成立了以该公司党委
书记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下发了《铜冠冶化分公司创建学习
型党组织实施方案》，明确党员干部
职工学习的目的和要求，规定学习重
点材料，确定重点学习专题。充分利用
局域网、宣传橱窗等阵地，广泛宣传创

建学习型党组织的目的、意义和创建活
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成效，营造热爱
学习、崇尚知识的良好氛围。

以学习促认识，以学习促提升，以学
习促行动。该公司党委把“建设学习型
党委”作为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能否取得
成效的决定因素，明确提出“一把手要
给班子成员带好头、班子成员要给机关
带好头、机关要给基层带好头”。每月
初，制定学习计划予以下发，要求班子成
员每月集中学习不少于 3 次，学习会上
进行学习交流。同时，要求领导班子成员
深入基层一线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召开
座谈会、与职工谈心等方式，查找影响生
产经营、安全环保、降本增效和党建工作
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
好思路、好办法，把学习成果应用于实
践，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工作，自觉奉献。

“学习型党组织创建要体现时代特
点，贴近党员需求，富有实际成效。”本
着这样的认识，该公司党委不断探索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途径。从完善制
度入手，该公司党委先后修改完善了
《铜冠冶化分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制

度》、《铜冠冶化分公司民主生活会制
度》等，为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取得
成效提供制度保障。在学习内容上，注重
业务知识、安全环保知识的学习，全面提
高职工的素质和技能。

不断创新学习方式，开展向身边的
先进人物学习活动。去年“七一”期间，
该公司党委组织受表彰的 7 名优秀共
产党员到各支部进行亲身巡回演讲，让
大家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行有规范。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开展配电工、
脱硫工两大岗位的集中培训活动，通过
技术比武、知识竞赛等形式检验培训效
果，择优上岗。

学用结合，促进发展，力求取得有效
成果。该公司党委不仅把加强学习放在
比较突出的位置，更注重放在促进发展
解决难题上。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保形
势，该公司不等不靠，变压力为动力，一
方面积极组织生产、管理、技术骨干对球
团脱硫系统升级改造进行科技攻关，另
一方面在该公司局域网上新设“安全环
保”专题网页，通过多方面宣传环保的
重要意义和法律法规，消除职工对环保

压力的恐惧心理和悲观情绪，树立正确
的环保意识。

将学习型党组织创建与该公司降本
增效活动相结合。该公司去年出现效益
滑坡现象，为深入分析原因，制定措施，
提高效益，该公司一改过去统一组织召
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的形式，将第三
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下放到车间召开。
围绕内部管理、成本控制、挖潜降耗、节
能减排等展开认真地分析讨论并积极建
言献策。去年 9 月份，该公司党委负责
人带领相关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各
基层车间，召开生产骨干座谈会，通过讲
形势、讲困难、讲措施、讲希望，稳定职工
情绪，鼓舞职工士气，将职工思想统一到
挖潜降耗和降本增效上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学习型党
组织创建活动的开展，该公司两级党组
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明显增强，
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展现，职
工愿意学习、主动学习蔚然成风，职工队
伍的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实现该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傅大伟 朱长华

党建融学习 发展添动力
———记“安徽省第二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示范点”铜冠冶化分公司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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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正在新投入生产运行的中轧机前作业。今年以来，金威铜业公司积极以加强“5S”管理、设备改
造、工艺改进、QC 小组攻关、标准化操作为手段，不断促推进了产品质量提升。特别是新投入运行的中轧机，为粗轧机
和精轧机之间增添了一道轧制工艺，有效改善了板带产品轧制效果。上半年，该公司产品综合成品率达到 57.79 %，较
年初目标提高近 0.3%。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我们现场有 20 余个子项在
同时施工，最多时有 300 人同时作
业，后期预计会投入超过 400 人，
目前项目总体进展较为顺利。”铜
冠建安公司山东招金金合项目经理
陈贵斌向笔者介绍道。

走进山东招金金合项目现场，
放眼望去一片繁忙景象，在建筑面
积 30万平方米左右的场地内，.5 排
钢结构厂房主体已然成型，各种材
料运输车辆来来往往，工人们正在
紧张地进行施工。“我们有 20余个
子项正在同时施工，其中选硫系统
的土建工程基本结束，正在为钢构、
安装、防腐创造施工条件，不断向第
一个进度目标———选硫投产试车迈
进。而土建工程的施工重心逐步转
移到20万吨氯化焙烧系统。”说到
项目建设情况，陈贵斌侃侃而谈。

在现场笔者了解到，目前选硫
系统的选硫车间、精矿压滤车间、尾
矿压滤车间的土建主钢构部分已经
结束，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及室内的
钢平台安装；38 米尾矿浓密池、24
米尾矿浓密机、酸浸车间的基础已
经结束，正在进行上部钢筒体的制
作和安装；原料硼 -3、原料车间、调
浆车间正在进行主钢构吊装前的准

备工作，于近日吊装。整个选硫系统计
划于 8月 31 日结束，9 月 1 日交由业
主试车投产。

在 20 万吨氯化焙烧系统施工现
场，铁精粉库、粒铁库、提金车间的土
建基础已经结束，备料车间独立基础
已经完成，设备基础土方正在开挖；铁
砷渣过滤脱水车间、氯化焙烧车间和
烟气洗涤车间基础土方开挖结束，氯
化变配电室正在定位放线。整个 20
万吨氯化焙烧系统计划于 11 月 30
日结束交付业主使用。

山东招金金合氰化尾渣资源综合利
用示范工程一期项目，是铜冠建安公司
开拓外部市场的一项重点工程。该项目
地址位于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北里庄村
东，工程内容包括一期项目第一标段的
年产66万吨氰化尾渣高效富集选硫系
统、污水处理厂、有色金属回收及相关配
套设施的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招金贵
合选厂拆除、运输。该公司从今年正月初
六人员开始进场，正月初九正式施工，项
目进展情况与总体计划吻合。

目前，随着项目建设的全部铺开，
施工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
多。由于点多面广，现场的临时用电、
临时用水的线路长，且维护成本高；受
现场道路影响，大型构件、设备运输困

难，不能一次性运输到位，造成二次倒
运的工作量大；安装工程中许多设备
是利旧设备，需要从废弃厂房内拆下
运至现场，维护保养后再安装，与部分
新设备配套使用，使得新旧设备对接
的工作量增大许多，这就对安装人员
的调试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个
项目实施只有 11 个月，工期紧、任务
重，特别是项目建设的人、材、机各种
物质资源供应在短期内要达到一个高
峰，对项目部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各专
业施工队已全部开始施工，交叉作业
的工程量大、部位多，安全控制难度
大，施工顺序尤为重要，容易引起工作
面展不开以及窝工现象。针对施工中
遇到的这些困难，该项目部一方面不
断地加强与业主、设计、监理等方面的
沟通和交流，为项目施工创造有利条
件；另一方面通过项目部自身管理的
加强，制定各项措施，从严控制，努力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据了解，从项目正式施工到现在，整
个项目现场只下过一场雨。“这是建安公
司的天，这样的天气最适合我们施工单
位。”陈贵斌感慨道。而他带领的团队
也正是借助着这样的好天气，在山东
招金金合项目上掀起着大干热潮，展
现着铜陵有色建安人的风采。 李海波

这里的工程现场好热闹
———铜冠建安山东招金金合项目现场目击记

日前，有色冬瓜山铜矿组织 100 余名职工赴市中心血站参加义务献血。据了
解，这也是该矿连续 18 年组织职工义务献血，累计献血量达 41 万毫升，并多次荣
获铜陵市献血先进单位称号。图为该矿职工义务献血场景。 汤菁 程瑜 摄

日前，铜陵有色组宣部党总支离退休一支部组织 20 多名离退休老党员参观
合福高铁铜陵北站（如图）及东部城区的有色公司世纪新城。老党员们对铜陵市
高铁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市城乡面貌的大发展大变化表示惊喜。 殷修武 摄

本报讯 日前，铜冠矿建公司承
建非洲刚果（金）金森达铜矿的斜坡
道工程传来喜讯：6 月份，金森达项目
部单月创下斜坡道完成月进尺 102.1
米、总掘进量 2672.5 立方米、支护量
33.1 立方米、锚杆 965 根、锚网
1381.4 平方米的优异成绩。

该工程开始于 2013年 11月。当
时，金森达项目部经理漳立永只身带领
起重工、电工、测量工、管焊工和翻译一
行六人，奔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刚果

（金） 金森达铜矿位于刚果金东南部的
KATANGA省境内，距赞比亚CHIN-
GOLA边境约五公里之遥。该工程项目
是铜冠矿建公司成功进入赞比亚、津巴布
韦后，开辟的国外新的市场，并在刚果
（金）成功注册了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员工将海外工程当作彰显铜陵
有色风采的重要平台，首次突破单月掘进
百米大关，得到了海外业主的充分肯定，也
为该公司准备商谈的二期工程赢得了主
动。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陶莉

铜冠矿建公司非洲工程彰显铜陵有色风采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铜陵
好人”叶彬命名表彰会在金冠铜业分
公司召开。市人大副主任崔玉奇为叶
彬颁发了“铜陵好人”证书、奖章、奖
金。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文、组宣部部
长王守林出席会议。

叶彬是金冠铜业分公司闪速吹炼
炉前组长。他勤学肯钻，造作技能过
硬，是同事公认的“闪速炉之星”。在
他的努力下，今年以来，该公司吹炼炉
投料量稳定在每小时 85 吨，单月作
业率达 92.7%，超过设计指标，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

“在岗一分钟，负责六十秒。”工
作中的叶彬踏实肯干，勇于承担。投料
初期，该公司闪速炉渣口、铜口难烧，
他努力摸索新方法并分享给班组人
员。为了改善铜溜槽末端挂铜严重现

象，降低清理工作难度，他抓住现场每一
个机会，一点点地总结经验，一步步地实
践操作，成功改善了炉前生产状态。

尽管工作繁忙，叶彬却坚持提高技
能，时常利用工作间隙带领班组成员一
起学习。身为初炼炉前组长的叶彬，十
分注重安全，每次放铜、排渣之前，他都
要亲自确认铜渣口水套的状况和水电
的回水情况，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表彰会上，金冠铜业分公司领导为
叶彬颁发了“金冠铜业分公司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个人”证书、奖金。获奖的叶彬
激动地说：“我一定把荣誉作为前进的
动力，加倍努力工作，创造新的业绩，为
建设世界一流工厂奉献青春和力量。”
叶彬的徒弟汪国宇向师傅送上了祝福，
并表示：“我将更加努力，向师傅看齐，
为企业做出贡献。” 陈 潇

金冠铜业分公司叶彬当选“铜陵好人”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在铜冠
冶化分公司会议室里，该公司党委负
责人从集团公司纪委书记李文手中接
过“安徽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示
范点”的牌匾，标志着该公司正式成
为安徽省第二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
作示范点。

该公司党委始终坚持用正确的理
论指导，使各级党组织成为生产经营
的战斗堡垒、学习的先锋典范、群众信
赖的标杆旗帜。该公司曾先后获得安
徽省“五一”劳动奖状、安徽省劳动竞
赛先进集体、铜陵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集团公司先进党委等荣誉称号。

安徽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领
导小组为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和带动作用，扎实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在全省开展第二批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工作示范点评选。集团公司党委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开展了认真地筛选
和推荐，最终决定推荐铜冠冶化分公司
为安徽省第二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
作示范点。

此次安徽省共有 35 家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被列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
示范点，铜陵市共有 3 家，另外两家分
别是铜陵市委党校机关党委和铜陵市
司法局党组。 陈 潇

铜冠冶化分公司成为安徽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示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