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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高温季节
如期而至。炎热的高温天气，给矿山
生产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凤凰山矿
业公司领导日前来到各基层单位进
行慰问，为奋战在高温岗位上的员工
们送去一份夏日的清凉。

入夏以来，这个公司领导多次深
入到生产一线进行高温慰问，将慰问
金送到职工们的手中。各基层单位也
相继开展了夏季送清凉活动，为员工
发放了绿豆、人丹、风油精等防暑降温
物品，并做好工作场所的通风工作，为
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各基层单
位和后勤保障部门高度重视高温作业
防护措施和后勤服务，尤其做好特殊
工种的安全保护措施，注意防暑降温，
改善伙食，配备好防暑降温药品和饮
品，做好高温天气下安全工作。

在选矿车间磨浮工段，这个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吴斌的一

句：“同志辛苦了，高温季节来临，希
望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加强劳动保
护，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瞬间拉近
了距离，贴近了员工们的心。现场的工
作人员表示：“领导心系一线职工，我
们更要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来回报
领导对我们的关心。”露采车间为了确
保员工度过一个健康、卫生、清凉的夏
季，对露天采场作业时间采取科学的防
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生产时间，一方
面避开高温时段，改白班制为早班制，
作业时间为 5 时到 12 时 30 分，避开
了午后高温对露天采剥生产的冲击，同
时利用白班时间充分做好生产准备工
作和设备维修工作，不仅保障了员工的
身体健康，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公司两级工会组织也都适时开
展了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据了解，
在此次高温慰问中，该公司工会共发放
高温慰问金4.2万余元。王松林 段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向高温岗位送清凉

本报讯 “牢记安全责任，履行
岗位职责，遵守操作规程”、“增强
环保意识，提高操作技能，严控排放
指标”…… 7 月 28 日，在金冠铜业
分公司硫酸车间会议室，11 名班组
成员在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安全宣
誓。这种上岗前的安全宣誓活动，是
该公司职工习以为常的班组必修
课。

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
从“外化于行”到“内化于心”，在金
冠铜业分公司，安全意识已经成为职
工一种习惯。每周第一个上班日，该

公司各部门主要领导都会进行安全宣
誓，各车间运转班组都会召开安全生产
主题会。

自“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主题活
动开展以来，该公司积极引导，并强力
推进，做到制度管人。该公司十分注重
提高职工安全素质、责任心、业务技能，
在尽量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的
同时，建立健全奖罚机制，逐级落实安
全责任，实行重奖重罚的制度，并建立
了安全管理体系，重视过程控制，实施
规范化管理。

在开展“千人签名”等一系列活

动之后，从各级领导到广大基层职工，
从机关科室到星罗棋布全厂的各个生
产岗位，“安全环保，意识先行”主题
活动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干部在岗位
上带好头，做到安全二字绝不含糊，身
先力行。

一年四季月月都是 “安全生产
月”，全体员工人人都是“安全员”！
该公司还将安全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常
抓不懈，要求职工在思想上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观念，在工作中时刻牢
记安全生产，自发杜绝一切违章行为。

陈潇 封保敏

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 从“外化于行”到“内化于心”

金冠铜业分公司将安全意识变成职工的习惯

本报讯 为保障职工身体健康，
防止高温天气引发中暑现象，铜冠物
流金铁分公司早安排、早部署，不断改
善职工劳动条件，严格落实各项措施，
使防暑降温工作得到有效开展。

针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该分公
司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使防暑降温
工作真正得到落实。适时调整夏季高
温作业和休息时间，合理避开高温时
段。工务段将巡道工作业时间由原来
的“八到四”，调整到六时到十二时，
下午安排专人值班。调度员根据当班
生产任务情况，在高温时段安排生产

一线的调车人员和乘务人员到待令室
休息，保持作业人员充沛的体力。对所
属工作场所的空调设备进行了一次全
面检查、维护保养和维修，保证了每个
室内岗位职工都能享受到夏日的清
凉，让职工安心工作。

此外，防暑降温物品落实到位，发
放了饮品、人丹、十滴水、清凉油等。要
求野外作业的调车人员、乘务人员、线
路工等一线艰苦岗位职工，随身携带
配发的人丹、十滴水等防暑药品，在必
要时应急使用，以保障职工的身体健
康。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防暑降温工作落实到位

本报讯 7 月 25 日 16 时许，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首列装载 2
标准箱约 60 吨集装箱货物列车缓
缓驶入金园码头，停靠在集装箱货
位上，一台重型吊车伸出长长的吊
臂，将装有铝锭的集装箱吊出，平
稳地放于地面，这标志着该分公司
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正式开通运
营。

据了解，该分公司铁路集装箱
业务资质于今年 5 月份获得上海铁
路局批复，此次集装箱运输是金铁
分公司铁路运营 63 年来首次承运
的集装箱业务，不仅填补了铜陵地
区铁路集装箱业务空白，而且对铜
陵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铁路集装箱运输业务正式开通

日前，为提升硫酸系统产能，铜冠冶化分公司硫酸车间在硫酸二期系统停
车检修时抓紧对转化器触媒逐一扒松，并组织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对各层触
媒进行仔细检查（如图）。 傅大伟 何鹏 摄

本报讯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
之际，铜陵市立医院党委书记白鹏程
一行来到武警铜陵市消防支队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后勤部驻铜部队进
行走访慰问，并送上慰问品，向部队官
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在慰问中，医院领导与部队领导
官兵进行了亲切座谈，对近年来共建
部队大力支持医院发展表示感谢，并
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工作，关
注官兵们的身体健康，积极支持部队
建设，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童绪龙

铜陵市立医院开展“八一”拥军慰问活动

多年来，金昌冶炼厂高度重视“双拥”工作。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该厂
拨出专款慰问伤残军人、烈军属、在部队服现役的职工子女家庭 35 人，发放慰
问金 7000 元。 刘 勇 摄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勤勤恳恳的工
作，更离不开集体的团队战斗。稀贵金属分
公司贵金属冶炼一车间党支部在平时工作
中就是通过处处发扬团体精神，使得党支
部凝聚成为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堡垒。

一个智慧的领导者善于调动团队的
凝聚力，一车间党支部的领导深谙此道。
他们致力于加强班子建设，强调班子的
向心能力和整体合能力。对待具体工作
和问题，实际执行起来，做到一种声音，
一个步调，使得车间班子和支部班子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2014 年，车间班
子面对生产压力大、不确定因素多等困
难，坚持着办法自己想、事情自己干的思
想，团结和带领车间全体员工，全面完成
了各项工作任务，为分公司年度工作的
稳步推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2014 年是贵金属生产产能提升最

快的一年。车间党政班子为了抓住时
机让生产经营数字再创新高，付出了
大量的努力。继 2013 年阳极泥处理
量达到年产 5200 吨的水平后，2014
年车间的阳极泥处理量年产一举突破
5600 吨的大关，超过设计产能的
40%, 使分公司阳极泥处理量跃上一
个新台阶。同时，各项单耗指标、金属
回收率指标和综合经济技术指标都取
得了新的突破。由于环保工作压力大、
阳极泥供应吃紧等因素，一度给生产
的组织和计划安排造成极大的被动，
车间党政班子站在分公司生产经营全
局的高度，坚持工作标准不降、既定目
标不减。为完成全年生产任务，车间在
精心组织生产的同时，一手抓物料平
衡，一手抓工艺提升。特别是面对下半
年生产任务吃紧的局面，采取高压釜

双釜作业，在确保每天三批料的基础上，
要求有所突破。为提高有效作业天数，对
每次炉修换炉时间压缩再压缩，积极争
取生产的主动权。2014 年通过车间上下
的共同努力，累计完成阳极泥处理量
5644 吨，站上了年处理量 5600 吨的产
量标杆值，成功实现了继 2012 年、2013
年的“三连跳”。

“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
产”，是该车间党支部处理好党建工作
与生产的抓手。为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党支部成员采取深入班组、走近员工
进行沟通、交流和形势分析等形式，传递
压力、理顺情绪、形成共识。尤其是当下
半年生产任务压力大，熔炼工序的各个
班组的超额完成任务，为全年生产任务
的完成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针对车间
员工人数多、工序长、封闭式管理模式的

特点，党支部将党建目标考核层层分解，
突出抓好党建基础工作、党员队伍管理工
作、安保制度管理、员工思想动态信息反
馈、焦点、热点问题化解工作以及队伍的
维稳工作。2014 年，党支部还结合车间的
“5S”管理工作，提出了“外塑形象、内强
素质”的要求，致力于改善工作现场、规范
员工行为，倡导正能量，培植新风尚，收到
了明显的效果。车间先后被授予 2014 年
度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分公
司“双文明先进单位”、分公司“安全生产
先进单位 ”的称号。党支部在党建目标管
理考核中，以自身实实在在的努力，跻身
于分公司各支部的前列。今年“七一”，该
车间党支部众望所归荣登了分公司
“2014 年度先进党支部”光荣榜。

本报记者 王红平
实习生 许曼 通讯员 章庆

团结的集体 战斗的堡垒
———记稀贵金属分公司先进党支部、贵金属冶炼一车间党支部

本报讯 “以书为伴、关注文化、
提升素质、促进发展”，5 月份以来，
稀贵金属分公司各党支部积极组织员
工开展以此为主题的书香安徽阅读季
活动。

“读书活动中，全体员工认真充
电，共同参与读书，体验读书喜悦，从
读书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该公司
武保支部书记介绍。

今年以来，该公司党委在创新党

建工作思路中，进一步加强学习型企
业和 5+4 学习制度建设。通过组织开
展“书香安徽读书季”活动，该公司组
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精
神，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卓有成效管
理者的实践》、《高绩效人士的五项管
理》等书籍。

活动中，该公司各党支部充分利
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派班会，采
用集中读书学习引导，自学为主相结

合的形式，组织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读书
学习活动，并认真学习公司推荐的阅读书
籍。

该公司员工也纷纷参与到学习活动
中，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读书学习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也逐步养成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的良好习惯。公司员工积极为企业献计
献策，贡献力量，员工合理化建议、QC 成
果等层出不穷，为企业发展增添后劲。

朱莉 章庆

稀贵金属分公司书香安徽阅读季活动有声有色

连日来，气温骤升，酷热难挡。冬瓜山铜矿积极购置绿豆、矿泉水、饮料等防暑降温物品，分赴基层各生产单位，慰问高温
下坚守岗位的生产工人，在炎炎夏日送上一份“清凉”，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 杨阅宝 摄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金昌冶炼
厂克服诸多生产不利因素制约和年度
停产检修耗时的影响，粗铜、硫酸、阴
极铜等主产品产量仍完成过半目标，
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57.19%、51.33%、
50.78%。

上半年，该厂不断优化“两开三
倒”模式生产，努力找准铜酸系统平
衡生产的最佳平衡点，在环保稳定达
标的前提下，加强生产统一指挥和上
下工序之间协调，精心组织生产。利
用一切机会，有计划地开展集中查漏
治漏工作，铜酸系统漏风率及管道、
风机本体堵塞状况有明显改善，为稳

定生产奠定了基础。设备管理执行视
情维修制度，集中处理系统设备故
障。结合奥炉换枪周期，及生产设备
运转情况，有计划地提前安排检修
工作，确保奥炉作业率及奥炉处理
量的稳定。为确保稳定生产，该厂将
技改技措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改善环
保和制约生产的瓶颈问题上，安排
实施 0 号余热锅炉更新改造、Ⅰ系统
一吸塔除雾器改造、阳极炉 0 号圆盘
液压取板机改造、三期制氧系统空压
机改造等改造项目，对铜酸系统稳
产、环保达标发挥积极作用。

在成本控制上，该厂从技术和管

理两个方面入手加强成本控制。根据“两
开三倒”模式下奥炉生产用氧量减少的实
际，该厂利用元月份 II 期制氧设备故障机
会，探索两套制氧系统生产条件下“两开
三倒”生产组织模式，为弥补两套制氧系
统生产供氧的少量不足，增装液氧气化系
统，在确保向奥炉生产输送充足合格氧气
的前提下，停止运行一套制氧系统，降低系
统开车生产成本。在管理上，制定完善考核
奖惩机制，努力降低库存占用。同时在全厂
范围内选取 16 个重点考核指标，开展“对
标挖潜、减亏增效”活动，推动挖潜能力提
升。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生产任务实现年中过半目标

刘福根是铜冠矿建公司机械修
造分公司的一名普通党员。33 年工
龄、10年党龄的刘福根，如今赢得的
是三种不同的评价。家人说：“他就
是一个加班的工人！”，该公司领导
说：“他是一位从工人中成长起来基
层干部，工作地点始终深扎在车间
的生产一线······” 而同事则更直
接明了地介绍：“为人正直，亲如兄
弟的人。”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侧影，印证
了刘福根不同的生活———作为一名
这个分公司的生产副经理，他恪尽
职守，凭着多年工段长、厂长助理岗
位积攒下的对生产工艺流程的掌握
和对职工技能的了解以及管理经
验，根据生产任务的轻重缓急、综合
各车间人力、技术力量以及设备情
况等生产要素，科学谋划，合理安
排，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各项生产任
务按计划得以实现，为分公司月月
实现生产经营目标做出了自己的努
力。

作为员工，只要有单位需要加
班的，肯定是他第一个愿意站出来
留在加班现场。作为分公司班子的
同事，他积极协助支部做好文明生
产工作，始终秉承文明生产新观念、
新理念，狠抓作业现场管理。

今年以来，这个分公司先后承
揽了公司沙溪、姚家岭、谦比西、新
工地厂房等重点工程多套井架、金
属模板、翻矸系统、厂房钢构件等大
型铆焊件制作任务。为确保各项重
点工程建设需要，刘福根身先士卒，
工艺上的难题、场地上的限制、人力
上的不足等均在他的及时指导和巧
妙安排下迎刃而解。

谦比西大型箱式井架是该分公
司承接的一项内部特大型制作工
程，自去年 3 月份开工制作，总吨位
约 600 多吨，是这个分公司成立以
来承接的最复杂铆焊件制作，整个
工程在制作工艺、焊接质量和安全、
工期等方面都极具挑战性。为确保
该工程在去年 6 月底完成该项目，
刘福根顶住了巨大的生产压力，抽
调精兵强将成立井架制作突击队，
现场指挥督战，并积极推行利用新
设备、采用新工艺，从而取得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确保了该项特大型工
程的保质保量如期完工，并将分公
司特大型铆焊件制作水平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陶莉

三种角色演绎精彩人生
———记铜冠矿建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刘福根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退休
干部原有色公司劳动保险部副主
任李仁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8 月 2 日 7 点 05 分在
铜陵市立医院逝世，享年 73岁。

李仁宽同志系安徽省肥东县
人，1943 年 12 月出生，1968 年 9
月参加工作，1966 年 4 月参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历任 9308 厂外科
医师，铜陵有色职工总院脑外科副
主任 、副院长兼公司卫生处副处
长，公司卫生处处长，公司离退休
管理部副主任，劳动保险部副主任

等职。2003年 12月退休。
李仁宽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

爱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
任感，积极支持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
展，为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李仁宽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5 年 8 月 4 日 9 时 20 分在铜
陵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老干部部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日

李仁宽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