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截至 6 月 30 日，铜冠机
械公司安徽事业部完成销售收入 2946
万元，达到年销售计划的 58.9%；完成
备品备件收入 1056 万元，达到年计划
的 105.6%；完成货款回笼 2192 万元；
无轨、环保设备销售达到 28 台套，顺
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双过
半”目标。

该事业部在国内外市场环境极度

疲软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实现 “双过
半”目标，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
上下同心，形成合力，敢打敢拼；二是珍
惜公司赋予的平台，主动出击，抢抓机
遇；三是大胆启用年轻人，主动搭建平
台，扬长避短，重在培养，发挥年轻营销
员的工作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四是部门
负责人率先垂范，亲力亲为，多谋善断，
管理规范。 王征社 赵银祥

铜冠机械公司安徽事业部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

7月 26 日，铜冠矿建公司开展电焊工技术比武活动，经过理论和实践操作
考试，评选出前三名予以奖励。图为在实践操作考试中，参赛选手们按图纸要求
认真制作加工件。 陶 莉 摄

进入 7 月，气温不断攀升，给工作在一线的员工带来一定的“烤”验，但金冠
铜业分公司现场生产井然有序，每一名职工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生产的安
全稳定，为了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尽职尽责。 封保敏 摄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净化班的员工
每次派班都能听到这句话：“净化站工作看似
清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重任，每时每刻
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要
细致踏实做好每个程序的工作。”这是班长陆
象志说的，他说：“这不是口号，这是责任。”

净化站担负着企业每天近万吨生产废
水的净化处理，水质达标排放，牵涉到企业
的生存发展，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环保事
故。让排出的水必须达标，是净化班每位员
工的责任，班长更是如此。

他每天总是早上班、晚下班，一到岗位，

就查看夜班报表，看水质处理指标是否达
标，然后对自动加药设备以及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检查，不放过丝毫差错。他深知，稍微的
疏忽，就可能导致检测不准。而环保部门抽
查不合格，将对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和负面社
会影响。

为保证设备完好，他每天上下班都要巡
视一遍，只要发现异常，立即连班组织处理。
一天，快下班时，他例行对 30 米浓密机进行
巡查，沿着行走齿轮饶了一圈后，他发现齿
轮每次走过一段固定距离都有一点轻微的
跳动。他立即喊来准备下班的维修工，将变
速箱打开仔细检查，果然发现因使用过度，
一个传动轴承磨损严重。他和大家立即连班
展开抢修，将故障排除才下班。

工作在这个岗位履职尽责是关键。他对
员工说：“八小时外我们是兄弟姐妹，但工作
时一是一、二是二，不管谁工作没干好，我都

不会讲情面。” 所以，员工都习惯了他的
“冷”面孔。一次，一名员工夜班因朋友急事
邀请，离岗一个多小时。他查岗发行后，第二
天就按车间制度进行了处罚。这名员工觉得
委屈，他说，看似离岗时间并不长，但是假如
水质未达标排放，就是一起严重的环保事
故，将对矿业公司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今年初，国家新的环保法制定了更加严
格的处罚条例。为了适应新形势，提高班组
员工环保意识，他利用班前派班会带领大家
反复学习新环保法和国家相关规定，使全班
员工都树立环保意识。

作为兵头将尾，无论是在班中还是下班
回家，生产中遇到难题，他都第一时间冲在前
面，重活累活抢着干。有时夜里设备出现故
障，当班员工解决不了的，打电话给他，他总
是二话不说，立即从家中赶来，帮助他们处
理，直到问题解决才回家。王松林 林积才

履职尽责保达标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陆象志

本报讯 技术中心在员工队伍建设
中健全职业发展通道，打造员工能力提
升平台，积极鼓励员工参与管理改进，有
效地提升了员工素养，激发了员工活力。

通过健全职业发展通道，帮助员工
实现职业发展追求。该中心围绕“人岗
匹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标，不
断健全员工职业生涯通道体系建设，建
立多通道多途径培养人才及拓展人才
使用空间的育人用人机制。去年，该中
心 10 名工程技术人员从 “技术助理”
晋升为 “技术主办”，1 人从 “行政管

理”转到“工程技术”岗位，实现职位之
间通道可转，不同岗位、不同技术技能
层次的员工都有发展纵横的空间。与此
同时，该中心通过精简管理岗位，持续
加强技术技能岗位，严格控制辅助服务
岗位，职能优化、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
工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通过打造员工能力提升平台，建设
业务骨干队伍。坚持“开发存量，优化结
构，引进急需，培养高端”人力资源工作
方针，该中心上年通过在集团公司内部
招聘、调整，引进了 4 名专业技术人才，

加大在岗人员岗位适应性培训和新技
术新技能培训力度，组织了 30名员工
参加中高级职称评审。同时，制定实施
注册执业资格管理办法，实行注册师津
贴制，鼓励员工参加注册执业考试，帮
助员工成长成才，为员工的能力提升与
职业发展创造平台。

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增强员工自主
创新能力。围绕年度方针目标和各项任
务，该中心在全员中广泛开展各项主题
劳动竞赛活动。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
“创先争优”主题实践活动，在团员、青

年中开展了“我奉献我快乐”主题实践
活动，在民兵中开展了“爱岗敬业创一
流”主题实践活动，动员和组织全体党
员、职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通过改善环境，营造舒适健康的工
作氛围。近年来，该中心先后完成了院
区变压器增容改造工程，保障了生产办
公安全用电；开办了职工食堂，改善了
职工福利待遇；完成了单身职工宿舍改
造、院区停车场所改扩建等，不断改进
员工居住条件、美化院区环境，增强了
企业的凝聚力。 朱 莉 张 蓓

技术中心以人为本提素养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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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硫
酸车间加强高温季节的劳动保护工作，
保障硫酸系统安全生产。

落实防暑降温有效措施。该车间加
强高温岗位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
保护工作，将人丹、绿豆汤等防暑降温
用品分发到每个职工手中，确保班中岗
位必备，保障员工健康和安全。

落实高温天气设备运行专项检查
和管理措施。该车间对酸库、余热锅炉、
油罐等重点要害部位进行降温防控，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明确责任，及时
整改。

落实消防安全措施，检查到点，责
任到人。针对高温天气电器负荷较重这
一现象，该车间要求各班必须按片区定
时进行隐患排查，切实防止高温天气电
器超负荷运转，并制定了应急措施。

落实严格的交接班制度。交接班是
问题的高发阶段，该车间要求当班人员
应及时掌握生产安全状况，熟悉紧急状
态下的应急救援与处置办法，班班交
接，当班守责。在交接班时，做好值班记
录,严格履行交接班手续,防止因交接
班不及时而出现误岗、漏岗。

陈 潇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四落实”应对高温保安全

本报讯 近期，冬瓜山铜矿采矿工
区针对井下持续攀升的作业环境温度，
积极采取“防”、“降”相结合的举措，
切实保障作业安全促生产。截至 22
日，该区本月已连续大爆破 22 天，爆
破装药量 59.52 吨，累计完成采矿量
19.61 万吨；完成出矿量 18.14 万吨。

“防”：主要是根据该矿安环部的
要求下发防暑降温药品，做到人手一
份，分中段定点摆放防暑药箱；其次，日
常安全生产派班严格执行 “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并在班前安全学习时
教授中暑急救知识；第三，大爆破装药
时，硐室温度超过 30 摄氏度，增加作
业人员，采取轮流作业，缩短个人连续
作业时间。

“降”：重点根据作业高温采场布
局结构，架设局扇改善通风条件；在作
业前和结束后，组织员工为作业硐室顶
帮洒水，给无轨设备、路面清洗降温；出
矿采场内的矿堆采取定时洒水降温。

李志勇

“防”“降”并举保安全促生产
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

本报讯 为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调
度员和机车乘务人员的节能降耗意识，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在内部挖潜降耗
上做文章、想办法，取得了明显效果，上
半年节约燃油 53.4 吨，节约费用约 37
万元。

该分公司内燃机车燃油消耗量一
直占运输成本较大比例，且居高不下，
如何让节约燃油成为职工的自觉行
动，分公司领导开动脑筋，想出了不少
“金点子”，最终使燃油消耗量得到了
有效控制。一方面，分公司要求行车单

位科学调度，合理安排调车计划，尽量
减少机车不必要的调车作业，杜绝浪
费燃油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在机务段
设立节油奖，奖励到人。作业中，乘务
人员严格执行操作方法，根据布置的
调车作业计划适时安排机车停机，日
积月累，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同
时，该分公司结合当班作业人员的货
运量计算考核油耗，按月对节油的乘
务人员参照一定比例实行奖励，提高
了乘务人员主观能动性。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节约燃油效果明显

参加工作 30年来，孙敏一直奋战在百米
井下。打眼、采掘、爆破，他样样在行，管理、创
新，亦是效果显著。从各级生产标兵、先进生
产者，集团公司打眼比武状元，到“五一”劳
动奖章，矿优秀管理者，集团公司劳模，30多
年的磨炼，他从一名普通的矿工逐渐成长为
矿山生产的脊梁。如今，孙敏已是天马山矿业
公司笔东工区区长。

笔东工区是老矿山，资源枯竭，采掘难
度大，采场少。孙敏根据生产实际，动脑筋、
想办法，到作业现场了解情况，制定措施，以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坑下，只要工作
上缺人手，他从不说二话，需要干什么就干
什么。有时电耙工人手不够，他也会上电耙
道开电耙，若遇到漏斗卡矿，矿石下不来，要
进行爆破处理时，他会凭借自己多年的工作

经验，协助职工一起解决，提高工效。去年，
他几乎从没有安稳地休息过一天，带领职工
更换电缆、稳绳、清理井下淤泥等，为坑下生
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负 510 米采场存在地质岩石复杂、顶板
易碎、油滑多、容易冒顶偏帮等不利因素，工
作中稍有大意，对安全造成不利，使矿量达不
到预期效果，影响全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孙敏
凭着在井下多年的采掘经验，认真分析地情
地貌，矿质变化，制定措施，处理难题。无论是
白班还是夜班，他都工作在生产的最前沿解
决问题，不留隐患。正是他的忘我工作和合理
地安排统筹作业，负 510 米中段安全顺利实
现增效，并创下采矿 2万多吨的生产佳绩，保
证了公司全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矿山，人人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安

全，孙敏认真抓好设备改造工作，先后完成
了主井卷扬改造、罗村风机改造、正 65 米卷
扬改造、负 510 米泵房自动化安装等等重大
工程，为生产提供前提保障。安全管理中，孙
敏经常一天 2 次下井跑现场、查隐患、抓整
改。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内除开会、学习、
跑材料等地面工作，实际井下出勤 320 天，
其中一天下井 2 次是 60天。在他的带动下，
全区下井职工平均每人每年都在井下工作
322 天以上。

日常工作中，孙敏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
时间找职工拉家常，谈感受。谁家有困难，他
都会伸出一把手，通过谈心与工人心沟通
了，职工的凝聚力更强了。工人们说：“跟孙
区长干，再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

朱 莉 林积才

“跟孙区长干，再苦再累我们也心甘情愿”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管理工作者孙敏

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技术精益求精———铜陵
市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许啟伍从医 20
多年来一直奋战在医疗第一线救死扶伤，体现了
一名医务工作者精心呵护生命、真切关爱病人的
高尚品德，他多次被评为医院“十佳”医务工作
者、“模范员工”、优秀共产党员，2011 年荣获安
徽省国资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许啟伍 1992 年 6 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同年 7 月分配到有色职工总医院，
即现在的铜陵市立医院。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
在临床一线工作，无论是在当普通的住院医师
时，还是成为享誉铜陵的神经内科专家，他对自
己专业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始终如饥似渴。
在医院，除了临床工作，他跑的最多的地方就是
医院的图书馆。刻苦的学习钻研，使他在全面了
解掌握本专业临床医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还了解
掌握和丰富了本专业前沿学术动态和最新理论
进展，从而在院内外疑难危重病人的会诊中，他
运用自己全面的医学专业理论针对疾病诊疗所
提出的观点和治疗方案，不仅挽救了很多危重病
人的生命，也让他的同行们十分折服。他在铜陵
地区率先开展“颅内血肿微创穿刺加血肿腔引流
术”在重症脑出血中的应用，挽救了大量的危重
病人，改善了病人的生活质量，获得了铜陵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他参与完成了“睡眠脑电图在隐
匿性癫痫诊断中应用”课题研究，获得了铜陵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近两年来，他又积极利用“基因
片段技术”诊治少见的遗传性疾病，利用肌电图、
副肿瘤抗体检测及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整合，诊断
多种类型的副肿瘤综合症，大大拓宽了神经内科
的诊治领域，引领了铜陵地区神经内科诊治技术
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神经内科是一个新兴的前沿学科，亦是临床
观点更新与理论发展较快的一个学科。神经内科
有句经典：“时间就是大脑”，抢救必须争分夺秒，
容不得丝毫马虎。多年来，许啟伍凭着扎实的基本
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常常在给病人体检时，仅用
一把叩诊锤，就能初步判断脑出血患者大致的出
血位置及出血量，这样做不仅能为病人赢得宝贵
的抢救时间，还能为患者的后续诊断和治疗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许啟伍这样认真细致

的接诊中，有很多在外院、外地多次寻医不能确诊
的病人，经他接诊都能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有效的
治疗。2011 年除夕夜凌晨 2点多，一位 40多岁的
男子突然昏迷倒地，送到医院急诊，该患者经 CT
检查为“全脑室出血伴铸型”，呼吸微弱，生命危
在旦夕。许啟伍接到急诊电话后，二话没说就赶到
医院，在给病人做了详细检查的基础上，他在呼吸
机辅助通气情况下，及时给病人实施了紧急“双侧
脑室穿刺引流术”，手术进行一个小时，病人病情
得到了缓解。术后，许啟伍又密切观察病人的生命
体征、神经系统变化，予以针对性治疗。第 2 天上
午，病人清醒了过来，病人家属见许啟伍大过年的
忙了一夜，都感激地说不出话来。

许啟伍对工作的敬业，不仅表现在对业务技术
的精益求精，更体现在日常的诊疗服务中。按照医
疗管理制度，科主任查房一般每周一次，而许啟伍
自任科主任以来，10 多年一直保持着每日两次亲
自查房的习惯。每次查房中，他都认真细致地了解
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变化，尤其对危重和潜在发生危
险的病人，他常常一天三、四次查房，及时调整对病
人的治疗方案。在他的精细指导和有效处置下，无
数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2009年 5月
中旬，枞阳县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农村女孩王牡
丹，因感冒引发“急性格林巴利综合症”，四肢不同
程度地瘫痪，因离高考时间太近，发病后该女孩十
分焦急。许啟伍接诊后，认真研究了患者的病情，并
及时给予精心治疗，同时安慰病人情绪。为尽量缩
短治疗时间，治疗中必须使用昂贵的进口药品，但
女孩家庭经济比较困难，难以承受，许啟伍又亲自
找领导、跑部门，使女孩治疗过程中必需的高档药
品基本都是厂家直销价。经过两周治疗，王牡丹病
愈出院，按期参加了高考，并考上了国内某知名大
学。后来，许啟伍谈及此事，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
真切地说，看到女孩发病时期盼求助的神情，他容
不得自己在治疗中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许啟伍，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每年接诊病人
数千例，主持抢救危重病人数百例，始终以高标
准，严要求，恪守医德，勇于奉献，在救死扶伤，治
病救人的医疗工作中，不断传递出“大医精诚，大
爱致远”的社会正能量。

钱扬顺

精心呵护生命 真切关爱病人
———记铜陵市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许啟伍

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日
前正对运行中的轧机尾气
分离排放装置巡视。轧机
在轧制过程通常会产生大
量的油气混合气体，如果
直接排放，既影响环境，又
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该公
司采纳职工合理化建议，
去年对轧机尾气分离排放
装置成功进行技术改造，
使油液回收率达到 97%至
99%，符合了国家尾气排
放标准。通过这项技术改
造，不仅减少了对环境的
污染，每年还因油液回收
创效 32 万元。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