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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冠黄狮涝金矿公司机运工区井下排水工钟胜国

本报讯 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15 年 10 月份，三年
时间里，金冠铜业分公司精炼车间阳极炉在无翻新、无冷
修情况下，实现连续作业一千炉次，创造了国内同类炉连
续生产的纪录。

据悉，正常情况下，在连续作业五百炉次左右，阳极炉
将要面临炉体的挖补冷修，该公司不仅实现连续作业一千
炉次，且单炉产量一直维持在五百吨左右。这些业绩的突
破，离不开该公司精炼车间对阳极炉的合理化操作和细心
的点检。

由于工艺原因，吹炼炉的粗铜偶尔会出现粗铜带渣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炉壁挂渣有助于对炉体进行保护，可是
一旦渣层过厚，将会出现单炉装入量持续下降的状况。而
炉壁在不挂渣的情况下，炉体砖便会被洗刷，导致损耗严
重，从而需要冷修挖补。针对阳极炉存在的状况和同行业
面临的困境，该公司精炼车间制定了炉体挂渣的合理化控
制，同时对炉体的渣量情况合理安排了洗炉时间，每次浇
铸结束都进行炉体的点检，在保证了单炉的装入量的同时
也对炉壁很好地进行了保护。

该公司将日常维护视为工作重点，对每个炉次要进行
事故倾转实验，保证炉体在倾转系统不出现故障。对透气
砖系统进行点检，包括温度、流量、压力的日常记录和现场
检查，确保透气砖系统运行良好。同时合理的安排设备检
修也为连续作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每次月修前对阳极炉
风口进行风险评估，利用月修时间进行更换，班组在检修
期间严格跟踪检修进度，确保检修质量，使风口使用寿命
得到提升。

为避免阳极炉风口受到不同压力的冲刷，该公司严格
控制冷铜的加入量，保证铜水的温度的稳定，并按照作业
规定进行洗炉计划，使炉体容积得到保证。同时，根据炉体
内部渣量的多少安排排渣作业、控制富氧的开启时间，缩
短氧化还原的时间，使风口状况得到良好控制，延长阳极
炉使用寿命，减少检修次数。

陈 潇 封保敏 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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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加强党性修养，做一名
合格党员。”这是 10 月 14 日冬瓜山
铜矿举办全矿党员学习班的主要内
容。

多年来，这个矿坚持教育制度化、
形式多样化、内容亲情化、活动实践
化，扎实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工作，不
断提高党员教育工作水平，使党员教
育活动富有成效，呈现岗位当先锋、创
业绩、争一流的良好局面。

扩充阵地，实现学习教育全覆盖。
这个矿在发挥党员教育培训主渠道、
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重点建设好实
体阵地、流动阵地、网络阵地，实现教
育培训全覆盖。针对井下生产一线点
多面广、工作时间长、班次不一、党员
难以集中学习的实际，这个矿积极创
新教育载体，在矿局域网开设“网上
党校”，在井下各中段井口设立“井口
党校”，在各党支部发布 “党员微
博”，并利用每周的党日活动、班前会
进行教育，切实做到了“抽时学、及时
补、按时考”。矿领导亲自当教员，下
基层上专题党课，还从全矿抽调一批
理论水平高、表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
和业务精湛、工作能力强的工程技术
人员成立理论宣讲团，走进基层办讲
座。他们讲形势，话发展；传知识，授技
能。通过这种以读促学、以写促学的方
式，保证了每一位党员的学习教育。同
时，还建立“党员微信平台”、“党建
QQ 群”等现代信息交流平台，方便
党员进行“定单式”、“菜单式”、“点
播式”学习。

因需施教，提高教育培训实用
性。 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多元化的学
习需求，这个矿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
新教育方式，努力做到按需施教、训
有实效、学有所获。结合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主题党日、典型
事迹宣讲、义务奉献日等多种形式，
重点加强党员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党章和党性党风党纪教
育。矿山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
补什么”，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
育模式，多次邀请省市专家教授举办专
题辅导讲座，让全体党员了解当代经
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动态。充分
利用业余党校，每年举办入党积极分
子、职业技能、经营管理等培训班，通过
网上党校，及时发布党员教育活动信息
和学习资料，不断丰富了党员教育的学
习内容。

完善机制，促进培训水平上台阶。
这个矿不断完善责任传导机制，坚持
矿党委统一领导，把党员教育培训纳
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每年专门下发具体的学习安
排意见，制定实施了详细的教育培训
计划，有效确保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制定完善了
《冬瓜山铜矿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计
划和制度》、《冬瓜山铜矿 “5+4”学
习计划和制度》、《冬瓜山铜矿党员教
育若干规定》和基层党支部《“三会
一课”制度》等一系列长效机制，把激
励与考核挂起钩来，切实做到了用制
度规范党员的教育管理，真正使学习
活动做到有约束、有监督、有考核、有
奖罚，有效地促进了党员学习的积极
性。

汤 菁

冬瓜山铜矿多措并举加强党员教育

强化党员教育 注重党性实践

10 月 13 至 17 日，由铜陵市委老干部局、市体育总会举办的第 29 届“劲松
杯”全国老同志围棋赛在铜陵市铜雀台国际大酒店举行，来自中直机关、解放军
和各省市 23 支代表队共 260 多名老同志参加了比赛。经过 5 天博弈，湖北省代表
队荣获团体赛第一名，安徽省代表队荣获团体赛第二名，成都市代表队获得团体
赛第三名。图为安徽省代表队与浙江省代表队的老干部同台竞技。

卢振仓 摄

新常态下，新的活力正在迸发、新
的动力正在聚集，中国经济动车在换
挡调速之中，一路平稳向前。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
从容。”站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替的时
间节点上，回眸眺望，用这句话来形容
过去五年的经济形势，再合适不过了。

时针拨回 “十二五” 规划之初，
“中国号”经济巨轮经过 30 多年快速
航行，以“当惊世界殊”的气魄，一跃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块头
大，不等于结构好；体量大，不等于质
量高。如何在全球经济阴霾笼罩的不
利影响下，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增长态势？怎样在经济快速上
升的同时，挤干水分、撇去泡沫，提高
“含金量”？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可谓
刻不容缓。

“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
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从去掉“唯
GDP 论”的紧箍咒，到打响化解产能过
剩攻坚战；从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
体” 总布局，到下好简政放权 “先手
棋”，“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以有力的宏观调控、合理的
风险应对、积极的结构调整，在“十二
五”前四年保持了年均 8%的增长，农业
实现“11 连增”、工业发展向中高端迈
进、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新常态下，
新的活力正在迸发、新的动力正在聚
集，中国经济动车在换挡调速之中，一
路平稳向前。

转型，必然带来阵痛；升级，难免会
有波折。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面临新旧
动力转换的挑战，经济增速由高速切换
到了中高速，一些省份 GDP 甚至出现

负增长，这也让世界皱起了眉头。而中国
股市的剧烈波动，更引发一些外媒关
于中国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的臆
测。然而，发展之路从来不可能一帆风
顺。经济周期好比人的心电图，只要在
合理区间一起一落，都属正常。理解
“十二五” 奠定的基础、展望 “十三
五”可期的未来，可以从“形”与“势”
两个方面，把握住中国经济稳定向好
的基本面。

先看“势”。中国经济体量大、规模
大，即使是现在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得了
的。更何况，“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经
济增速虽有一定回落，但依然领跑世界
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也是跨越“10 万
亿美元”的门槛，稳居世界第二，约是日
本的两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四分之一。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在历史

周期、世界大势来看，在全球经济“亚健
康”的压力之下，中国仍可谓是“稳定之
锚”，风景独好。

再看“形”。“十二五”期间，无论是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跑赢投资达到
60%，还是氮氧化物排放首次出现下降，
产业结构的调整、增长方式的转变，无不
令人欣喜。而从增长动力而言，与“互联
网 +”的融合，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中国制造
2025”，从价格改革到国企改革，市场梗
阻、发展路障被清除，全社会的活力得到
进一步释放。正如德国中国问题专家弗
兰克·泽林的判断，一国经济体增长放慢
不一定意味着危机，也可能是成功的现
代化的结果，中国经济正由数量型增长
转向质量型增长。

（下转第二版）

转型升级 保持增长“稳定感”

本报讯 时至 10 月中旬，金威
铜业公司紧紧围绕全年生产计划，全
力以赴提质量促效益。

在质量管理中，该公司充分发挥
班组长、操作工在工序质量管理中的
作用，减少和杜绝质量不安全行为，全
面提升了公司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档
次。

该公司自 9 月起开展的 “一杜
绝、双提升”专项质量活动，通过杜绝
质量不安全行为，提升产品品质，提升
产品档次。活动开展以来，各分厂组织
员工学习质量应知应会知识及相关规
章制度，各班组班组长对所在机组进
行质量专题培训。还由人力资源部门
牵头，质量技术部配合，将对学习和培
训情况进行考核。活动中，该公司进一
步加强质量标准和工艺规程执行情况
的检查，不断促进员工严格按照工艺
纪律和规程规范操作。在宣传学习和
教育培训的同时，该公司在两个主要
分厂开展质量标准和工艺纪律及规程
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对首次违反工
艺纪律和工艺规程规定，但还没有影
响产品质量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对
质量不安全行为和质量事故进行处

罚；对规范执行，成效显著的，给予表扬
和奖励。

进一步加强质量改进和对标，努力
使全公司的产品质量提升到一个新水
平。一个多月来，该公司质量技术部和各
分厂针对活动期间发现查处的各种影响
质量因素和质量不安全行为，及时进行
整改，并和先进企业进行对标，以此持续
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

在员工中广泛开展“质量改进合理
化建议”征集活动。对于有价值的建议，
该公司及时采纳实施。同时，该公司加强
对标考核，将主要产品质量指标与国内
同行先进企业全面对标，确立了“超华
中、赶一铜”的目标。

着重夯实生产管控，着力提升效益。
该公司强调标准化作业，对操作标准进
行不断修改完善，严格执行工艺操作标
准。通过实施领导带班等制度，着重加强
现场管控。同时，推进“运修合一”模式，
突出强调维修的及时性，实施设备预修
制度，有效保障了生产的持续有效运行。
该公司还优化生产计划的过程管理，严
格按照订单计划组织生产，确保产品交
期。

朱 莉 黄军平

金威铜业公司
紧紧咬定今年目标提质量促效益

钟胜国是铜冠黄狮涝金矿公司机
运工区井下排水工。2014 年 12 月份，他
从修理岗位调整到井下泵房后，大胆管
理，对一些不按规范要求操作行为坚决
说不，井下泵房面貌很快得到改观。针
对井下枯水期特点，他主动向工区建议
采取分时段排水，充分利用好分时电
价，最大限度利用好错峰开泵时间，每
月节约电费 2 万余元。

他并没有随工作岗位转换而转变，
除了日常的设备巡检外，一如既往地参
加设备维修工作，有些同志难免有些牢
骚，他却默默无闻做好每一道工序。

今年梅雨季节，由于井下涌水量增
大，负 90 米泵房 2 号泵发生故障，早晨
4 时左右，他同机修班成员在第一时间
赶到抢险现场，立即动手对故障水泵进
行检查维修，终于在 8 时 30 分将水泵
修好，缓解了险情。

他是一个善于思考、总结经验的
人。每次设备大修，遇到因腐蚀严重而
难以拆卸的甲乙套的问题。以往都是用
乙炔切割，容易在大轴上产生毛刺、留
下切割痕迹等，严重时还会使大轴变形
而报废，造成上万元的经济损失。他经
过反复试验，最终利用废旧平衡套，研
制出拆卸专用夹具。

本报讯 凤凰山矿业公司抓节能工
作强调管理过程紧，细节严，培训实，收
到较好效果，消耗指标优，创效好。

这个公司制作管理看板、印制宣传
材料、开展咨询服务等科普活动，对全体
员工深入宣传企业用能现状和节约能源
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实际，在重点耗能场
所以及矿区各主要路口、车间办公楼、派
班室等显要位置张贴节能宣传标语。同
时在全公司开展以 “推广使用节能产
品，促进扩大消费需求”活动，以引导广
大员工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

好风尚。
对管理人员、生产骨干和大机组

操作人员进行的节能知识培训班，学
习节能法律法规、清洁生产等方面的
知识。通过宣传教育营造良好节能氛
围，提高了全体员工的节能、清洁生产
意识，使生产骨干和重要岗位人员对
节能、清洁生产有清醒的认识。

针对井下湿度大，电表易损的特
点，这个公司准备了备用表进行循环
检查更换，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更
换或调整计量电能表，使不同工艺

用电更趋于合理。同时对电能表卡、统
计台账、报表进行了系统理顺，又对更
换下来的旧表重新校验，合格的继续使
用，不合格的淘汰报废，为企业用电耗
能分析和用电考核提供了准确的依
据。

这个公司对各生产单位的生产组织、
检修安排等都严格实行分时电价考核管
理，使分时电价管理有较高起点，为充分
用足低谷时段电量，为减少电费支出，降
低生产成本，提供有力的保证。

王松林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从细微处抓节能

在铜官山脚下的一排平房里，住着
一位耄耋老人，他中等的身材，腰有点儿
弯曲，看上去显得有些瘦弱，但精神矍
铄。他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
个，看看电视，和儿孙们逗逗乐；偶尔还
会在附近自己的菜园里走走，锄锄草、松
松土、浇浇水，就这样打发着一天的时
光。他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誉为全
国冶金行业的“社会主义新人”、原铜官
山铜矿打眼工叶尚初。

在铜陵市和铜陵有色的历史上，叶
尚初是一个传奇人物，是值得大书一笔
的人。

叶尚初是新中国第一代矿工中的
杰出代表，曾经多次创造凿岩全国纪
录；他拼命工作，五年干了十二年的
活；他的事迹轰动了全国，《冶金报》
曾经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过他的先

进事迹，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叶尚初
赞”，号召全国冶金战线上的职工向
他学习；他曾经参加过全国群英会，
在毛泽东主席，刘少奇、朱德副主
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
参加会议的安徽省代表团中唯有他
荣幸地收到了请帖并参加宴会；毛
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部分代表
合影时，他荣幸地和王进喜等劳模
站在毛主席身边……叶尚初的人生
和铜陵市、铜陵有色的辉煌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春和日丽的日子里，笔者
再一次走近他，坐在他家的院子里，听
他说着过去的事情。

从煤黑子到新中国第一代矿工

叶尚初，1930 年出生在安徽省巢

湖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里兄妹 7
人，因生活所迫，叶尚初 15 岁便在繁昌县
一家私人小煤矿采煤，干的是牛马活，吃
的是猪狗食，还受矿主的欺凌。1952 年
8 月，他听说铜官山铜矿招工十分高兴，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前来参加了招工。
没想到，就这样他同一起来的 40 多位农
民竟然成了新中国铜官山铜矿的第一代
矿工。

贫苦农民出生的叶尚初，他亲眼看见
过地主的拳头砸得他爹鼻青脸肿、栽倒稻
田的场面，也经历过自己在私人煤矿用背
篓身背百十来斤煤炭钻煤洞子的非人生
活。他深知旧社会苦、新社会甜。自踏进铜
官山铜矿的那刻起，他就暗暗下定决心：
当家了，做主了，要好好干、老实干、用力
干，争取干出个模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下转第四版）

矿工的杰出代表叶尚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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