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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下午，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褚斌一行 4 人来铜冠物流公
司参观，铜陵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黄然，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蒋培进陪同参观。在铜冠
物流公司金铁分公司信号值班室，该公司经理叶守旻向来访客人详细介绍了铁路行
车信号及微机连锁系统一年来运行情况，客人们对该系统表示了浓厚兴趣。

据悉，由铜冠物流公司参与研发的铁路行车信号及微机连锁系统在全国地方
铁路中处于先进水平。 王树强 邹卫东 摄

宁波舟山港集团客人来铜冠物流公司参观

2 月 14 日，铜冠建安公司山东招
金项目部项目经理陈贵斌，带领着十
几名曾在北国奋战了 10 个月的施工
人员，再一次风尘仆仆地赶到现场，他
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施工产值达 1.2 亿
元的工程，创造了铜冠建安公司历史
上的新纪录。作为年前最后一批撤离
现场的人员，年关刚过，他再一次率先
奔赴现场，完成随后的扫尾工作。

“山东招金工程是我们建安公司
外部市场的一个重点工程。”陈贵斌
告诉记者，该项目包括年产 66 万吨
高效富集选硫系统和年产 20 万吨氯
化焙烧及有色金属回收系统两个子系
统，工程于 2015 年 2 月 26 日开工建
设至 12 月 31 日，历时 10 个月，累计
完成了施工产值 1.2 亿元。

日前，记者随陈贵斌走进了山东
招金项目部现场，一行人驱车在泥泞
的山路中艰难前行，到达现场后，只见
山上皑皑白雪尚未融化，山下钢筋檩
条纵横交错，一排排厂房在阳光下发
出银色的光芒。陈贵斌感慨道：“这就
是北国风光，夏天高温，日光照的大地
都成了白色，冬天里山川河流都被冰
雪覆盖，也是一片白色。我们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里将一座座厂房建设起来
了。”

环顾整个现场，选硫系统依山而
建，与地面高差 40 米，从原料车间、
调浆车间、酸浸车间，到选硫和精矿车
间依次下移，车间内机器轰鸣、车间外
车辆穿梭往来。 陈贵斌说：“早在去
年 10 月份选硫系统就施工完毕，如
今已投产两三个月了。”

与选硫系统不同，氯化系统处在
一片山洼之中。“别看现在全是一排
排建好的厂房，我们刚来时，可荒凉着

呢！”陈贵斌介绍道，400 多名职工勠力
同心，与困难较劲，与工期赛跑，才有了
现在这幅景象。

2015 年 2 月 26 日，陈贵斌带着第
一批施工人员来到现场，呈现在眼前的
是一片荒山，方圆几十里不见人家，他
们咬着牙与这些困难较上劲，没有生活
设施，就自己搭建；没有水源，就打井取
水。项目远离本部，需要协调的工作多，
包括相关手续、主管部门、当地派出所、
附近村庄等，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陈贵
斌作为项目经理，逐个解决……

氯化冶金系统以电子版图为准，但
因电子版图不及时，难以形成图纸会
审；安装氯化车间，因 80%左右是旧设
备，安装、对接、调剂的工程量大；整个
作业场地狭窄，受限空间作业多，安全
管理难度大……这些横亘在眼前的困
难，每一项都阻碍着工程进度。然而困
难阻挡不了勇往直前的建设者们，该项
目部所有员工团结一致，将艰苦的环境
化作奋斗的动力，每天日出而出，日落
而息，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大
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全面提高劳动
效率。业主对此赞不绝口，他们大声告
诉记者：“铜冠建安公司的这支队伍不
但能吃苦，而且管理能力强，技术精湛，
真不愧为国有企业！”

“开拓外部市场不容易，争取来的
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陈贵斌对记者
说，近年来，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建
安公司施工任务严重不足，从经济效益
出发，该公司在干好集团公司内部工程
的同时，积极开拓外部市场。山东招金
项目是该公司承接的较大的外部工程。
面对来之不易的工程任务，该项目部极
为重视，精心组织，科学施工，400 多名
员工铆足了劲干活，不怕苦累，不计得
失。努力终有回报，2015 年 10 月 1日，
年产 66 万吨高效富集选硫项目正式投
产，运行 4 个多月无质量问题；年产 20
万吨氯化焙烧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完
工，目前正在扫尾。 陈 潇 李海波

与困难较劲 同工期赛跑
———铜冠建安公司山东招金项目部施工侧记

本报讯 正月初三，当大家还沉
浸在春节的假期欢乐中时，铜冠矿建
公司沙溪铜矿主井现场一派忙碌的景
象，该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的员工们
开始主井天轮改绞工作。

该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承建的沙
溪铜矿主井永久井架安装任务，要求
于 2 月 22 日前完成破碎系统大件下
放工作，该分公司员工们秉承“进度
服从安全”的理念，发扬“特别能吃
苦”的优良传统，提前一天完成节点
任务。

所谓“大件”指的是重量超过 6
吨，或者外形尺寸超过 5 米的构件。
本次下放的破碎系统大件，共计 10
件，最重件重达 30.9 吨，最长件长达

9.6 米，工程量大，难度系数高。沙溪铜
矿现有的提升设施无法满足下放要
求，需要对现有的提升天轮平台进行
改绞。为了不影响进度，春节刚过，大
家就聚到生产现场。在气温接近零度，
阵风 3 至 5 级的恶劣条件下，即使冻
得手脚发抖、鼻涕直流，依然有条不紊
地分工作业。2 月 17 日，各项准备工
作就绪后，开始下放大件，该公司副总
经理兼总工程师朱学胜亲自在生产一
线督促指导，鼓舞士气，与工人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大家从每天 7 时一直工
作到 24 时，经过 5 天的努力，安全顺
利地完成此项任务，为该分公司在猴
年新年赢得了开门红。

陶 莉 周 志

铜冠矿建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新年赢得开门红
完成沙溪铜矿主井破碎系统大件下放工作

二月末的一天上午，笔者陪同天马
山矿业公司党委书记王保华来到选矿车
间进行调研走访。

“今天到你车间，一是了解节后生
产情况，二是与基层班组长聊一聊，征求
一线员工对今年矿业公司降本增效的良
策。”王保华对前来迎接的车间主任孙
业友开门见山道明了来意。

拾阶而上，王保华首先来到碎矿工
段。看到寂静的厂房只有几名维修工在

给设备加油保养，王保华略有疑虑地听
取了大班长黄叶贵的汇报：“自从矿业公
司组建以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十多年
来我们工段一直采用大夜班低谷电开
车，现在近二十名员工大多数已五十岁
左右，常年夜班大家意见很大，车间和工
段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特别是面对今年
矿里的经营压力，我们更要咬紧牙关，充
分利用低谷电生产，多节约一些电费。”
“好啊，大家确实辛苦。面对压力，员工们
就是要有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精神！”王
保华称赞道。黄叶贵还从供矿源头减少
大块产出和贫化率提出了降本建议。

在隆隆运转的球磨机旁，王保华大
声询问磨浮大班长张跃进台时处理量多

少、磨矿细度如何？张跃进一一做了回
答。“我们工段今年把球磨台时处理量
最大化和提高选矿回收率作为降本增效
的重点，力争将原矿吃干榨净！”张跃进
拍着胸脯作了保证。他建议矿部加大修
旧利废奖励力度和鼓励员工自主承包大
修项目，以降低备品配件费用和委外费
用。

正带领员工抢修陶瓷过滤机的精矿
大班长王跃书边擦着满手的油污边向王
保华汇报了精矿水分和正在改造的斜板
式浓密机工程进展情况。王保华鼓励说：
“通过技术改造降低能耗提高效率也是
增效的好途径。”正在启动三级返水泵
的副班长申树学向王保华报告说：“我

们精矿把高效利用选矿循环水作为节能
重点，力争使污水不离厂，既节约了东村
大泵补水的开泵电能，又降低了净化污
水处理成本，为环保达标多了一份保
障。”

来到车间办公室，听完孙业友对今
年车间制定的降本增效具体措施和面临
的困难，王保华语气坚定地说：“今年对
集团公司和二级厂矿都是一场严峻的考
验，大家都感觉压力很大，降薪使员工思
想波动，管理难度加大，而这也是对各级
管理人员智慧和能力的考验。矿业公司
党委已要求党群部门多下基层吸纳员工
建议和了解员工动态，协助各党支部做
好员工队伍稳定工作。你们更要咬紧目
标不放松，坚定信心，打好降本增效攻坚
战！”一席话，让在座的基层管理人员精
神振奋、信心倍增。

张克友

书记基层寻良策

2 月 25日 17时 50分，在冬瓜山铜
矿采矿综合楼内，六位换下工装的采矿
工区班长依然饶有兴致地交流着。

中深孔班班长王敏刚一开口便涨红
了脸：“作为班长，首先我要检讨自己。
元月份，我们班使用液压油超过计划数，
3台设备共凿岩 1.9 万米，液压油多用了
2.5 桶，超支 8225 元。另外，废旧物资的
回收、整理不彻底、不规范……”

王敏为什么一上来就自我批评呢？
原来，这天中班 16 时下班后，采矿工区
六个班组的班长齐聚工区会议室，在区
长、党支部书记的主持下召开了每周一

次的“降本增效”工作例会。
被大伙儿称为“降本能人”的服务

班刘晓平班长，当仁不让第一个亮成果。
“这段时间，我们班修旧利废创效 10余
万元，主要有以下几项：重新焊接修复了
30 根深孔钎杆，经济价值为 3.9 万元；
回收废旧高压油管、风管几百米，分拣出
质量好的，更换接头可再使用量，目前已
修复 200 米，节约成本有 4 万元；打磨
中、深孔旧钎头 28 只，这项措施也可节
省 2 万多元材料费；还有，定期回收旧
电缆、照明灯具……”刘晓平说起“降本
经”还真有一套。

见刘晓平在修旧利废工作中先拔
头筹，倪青班长也不甘示弱。“我们采
矿班今年采矿任务 300 万吨，使用炸
药 1000 吨左右，总成本约 600 万元。
针对装药工艺改进工作，我们正在实
施的是中孔间隔预留装药，这项工作
严格按照采矿技术员的设计要求，减
少炸药使用，但不影响爆破效果。”倪
青接着说道：“具体到小的降本举措，
我们从节约 1厘米铁丝开始做起。加
工悬挂炸药的铁丝钩，我们一律规定
为 25 厘米，不允许超 1 厘米；测量深
孔的 100 米测绳磨断后，可以用在浅

孔测量中，也可以用把两根接起来测深
孔；虽然堵孔用的水泥坨单价仅 6 元钱，
但年用量上万个，我们准备自己制作模
具，在采矿任务不紧张的情况下，抽调人
员拌水泥砂浆制作。”

出矿作业作为采矿的下道生产工序，
出矿一班和二班有 18 台铲车，承担 290
万吨出矿任务，轮胎、电缆、液压油、炸药
等大宗材料和备件的降本目标有 100 万
元。蔡顺利班长和栗金强班长代表两个班
组，在发言中强调全员参与意识，抓好路
面养护、电缆保护等日常管理工作。

看到各个班组在今年降本工作中的
成功“首秀”，王敏有些坐立不安。他表示
要通过今天取得的“真经”，在下一阶段
打个翻身仗。

李志勇

王班长“取经”记

3 月 2 日上午，冬瓜山铜矿提
升二区组织职工家属深入井下负
910 米中段，开展“行千米巷道，知
亲人辛苦”井下体验活动，亲身体
会丈夫在井下工作的艰辛，感悟安
全生产的重要性。临近中午，矿嫂们
拭去爱人脸上劳动的汗水，将亲手
制作的饭菜送到爱人手中（如图），
送去温馨关爱，并表示要时时提醒
爱人注意安全，多吹“枕边风”，共
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崔 萍 摄

行千米巷道
知亲人辛苦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以
提高效率为重点，强化项目流程管理，
确保续建项目按期交工，新建项目开
工建设，为回迁安置房争取时间，商品
房形成预售创造条件。确保全年实现
开工面积 8.9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19.2 万平方米。

抓住项目前期规划设计这个牛鼻
子，提高项目前端办证工作效率，提升
规划设计质量。该公司精心组织，超前
安排新建项目前期开发，加快推进续
建项目施工进度，有效做好竣工项目
工作扫尾工作。并通过外部协调和内
部协同，分解工期计划，明确完成节
点，确保工程进度。持续强化现场管
理，吃透施工组织设计和作业方案,优
化衔接施工工序和作业内容，做到严
上再严、细中又细、精益求精，减少工
程变更和现场签证, 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杜绝重大工程质量返工事故发
生，向质量成本要效益。同时，该公司
严格安全检查制度，强化施工安全管
理，把好文明施工检查关，业主和监理
的监管齐头并进，督促施工单位加强
管理，实现人员设备安全无事故。

王松林 周尚清

有色置业公司
强化项目流程管理

“雷锋精神会不会过时？”曾几何
时，确实有一些人发问，但是在市场环
境下，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一丝关爱，一
份温暖。于是，雷锋精神旁无选择成了
人们的期盼、渴望，雷锋还是那颗悬挂
在无边天际的最闪亮的星辰。因此，呼
唤雷锋精神从始至终都是每个时代的
最强音。

“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
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
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粒粮
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
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的坚守岗位？”春风柳上梢的阳春三
月，脑海里总会响起这几句话，一个名
字也会出现在我的心里。

这个名字就是雷锋。这是一个令
人温暖的名字，因为他不仅绵延了我们
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而且很多时候，
也在不同程度唤醒了华夏民族的良知；
而雷锋身上所展示的精神，经过无数风

雨的洗礼，业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关于
“真善美”追求的“价值图腾”。

今年的 3 月 5 日是毛泽东“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发表 53 周年的纪念日。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这么多年来，无论
是在一穷二白、爬坡过坎的艰苦奋斗时
期，还是在百舸争流、建设小康社会征程
上，雷锋精神持续不断地引领社会风尚，
持续不断地凝聚和释放社会正能量，在
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一次次阐释了
“精神感召”的内涵、一次次明确了“思
想财富”的定义，一次次书写了“道德标
杆”磅礴篇章……

为什么一个平凡的人物能一直跨越
时空，与每个时代同行？因为雷锋在短短
的 22 年芳华里，注解了“平凡”与“伟
大”的辩证，就像其在日记里所写：“一
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
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
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正是榜
样的可知、可亲、可近，才让雷锋精神深
入到民众的灵魂深处吧。

如今的雷锋精神俨然成了一个巨大
开放的文化系统，是先进文化的表征，是
文明志愿的同义词。不可否认，在转型发

展的当下，摔倒的老人不敢扶了，见利忘
义的出现了，蝇营狗苟之徒也有了……诸
如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正冲击着人们的价
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但我们身边的“雷
锋”也层出不穷，谱写着奉献之歌。无论是
几代人接力帮助残疾邻居，创建美丽家园
的龙海大院，还是留名“炎黄”，默默捐款
27 年救助他人的江阴好人张纪清；无论是
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
倾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的耄耋老人龚全
珍，还是遍布在大街小巷的红马甲的身影
……正是这些感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演化成为一个个细微的关怀，一个个善
念的聚集，而这正蕴含了利他奉献、爱岗
敬业、无私忘我的雷锋精神，也让雷锋精
神得以传承和延续。

“遥远的罪恶与我无关。”这是一句
非常富有哲理的话。让“雷锋”成为每个
人的道德自觉，成为一种自发行为，让
“帮一把”、“扶起来” 等崇德向善的种
子驻扎在我们心中，让每一个善念都化
作“雷锋式”的一种习惯动作，让“雷锋
精神”真正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
图腾”，只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会繁花
盛开，春光明媚。

让雷锋精神成为“价值图腾”
□樊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