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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
在机运车间开展了卷扬工“实践进岗
位”培训考核工作，检验半年来卷扬
工“实践进岗位”培训工作取得的成
果。

2015 年 8 月，该公司选拔了 26
位综合素质较高的职工到卷扬工岗位
进行培训，通过 6 个月的培训，使她
们掌握了工作中应该遵守的安全操作
规程与劳动纪律，提升机开车前准备
工作，停送电顺序，设备运行状态及一
般故障判断处理方法，并严格执行岗

位作业标准。经过一天的紧张考核，所有
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能够独立完成，且能
胜任卷扬工的岗位要求，达到了培训预
期的效果。

据了解，该公司自 2013 年开展“实
践进岗位”培训活动以来，已先后选拔
了一批年纪轻、综合素质较高的采矿工、
磨矿工、化验工、配电工和卷扬工等工种
进行岗位实践培训。参加培训的员工发
扬认真钻研专业技能的好学风，自觉学、
真心学，从严要求自己，并在学习中做到
边学、边思、边悟、边用，通过学习来增强

技能，提高水平。
该公司始终把“实践进岗位”培训

活动作为提升员工专业技术和操作技能
的有效措施。坚持开展立足现场，基于岗
位的实践培训，致力于实现技术培养与
员工岗位能力开发同步，现场管理改善
与员工胜任素质提升同步，创新培训方
法，逐步使培训成为全体员工的工作与
学习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员工学知识、
学技术、比技能的要求，使员工一技多
能，掌握适应一些技术岗位要求的专业
技能。在培训过程中，该公司人力资源部

与培训单位签约了“实践进岗位”协议，
同时对学习效果进行不定期抽查考核，
制定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激励措施，确保
职工在“实践进岗位”中提升技能。

今后，该公司还将针对矿山生产的
实际需要，陆续组织开展采掘、提升、运
输、选矿系统等专项“实践进岗位”培训
活动，积极引导员工向生产一线有序流
动，持续优化员工队伍结构，力求做到不
同工种有不同内容，不同层次有不同要
求，努力打造一支安全意识强、综合素质
高、操作技能好的员工队伍。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实践进岗位”点燃员工学习热情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车
间余热发电班今年一季度完成发电量
超 计 划 的 7.96% ， 占 年 计 划 的
27.41%，蒸汽利用率平均比计划增加
4.5 个百分点，夺得首季开门红。

动力车间现有余热发电、配电、制
水三个生产班，担负着该公司配电、制
水、余热发电三大重任。今年以来，这
个车间在挖潜降耗、降本增效上动脑
筋，想办法，围绕全年目标精心安排和
部署，确定了“对标分析挖潜力、分解
指标降成本”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加
强精细化管理，分解落实计划指标，做
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时限清楚。注
重“内功”的修炼，坚持安全生产和能
源管理两个并重，实现管理、技术、队
伍素质三个提升，组织开展了“对标
挖潜、降本增效”活动，以创新为引
导，向管理要效益，精确组织生产，实
现现有条件下的高效率生产。

车间抓好生产设备系统的日常安
全运行与维护工作，健全管理与操作、

巡检制度，重点部署落实设备的对标管
理，修订设备管理考核标准，制定考核细
则，确保设备管理无死角。强化设备运营
系统的组织保障工作，持续开展“党员
设备监护岗”、“员工设备监护岗”活
动，确保设备运行安全高效。加强全公司
范围低压配电供电设备的每周巡检、日
常运行、维护和检修任务，使之规范化、
制度化，做到检修有计划，工作有内容，
时间有结点，达到了计划与人员落实到
位，设备检修记录完整，安全装置可靠，
确保了用能的安全。严格按计划要求对
高压设备进行耐压试验、直流泄漏试验，
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校验，为安全供能
提供坚实保障，全年实现安全环保无事
故。去年底，这个公司能源管理系统试运
行成功，各个功能模块运行正常，能耗情
况从当初每月一统计，变成了实时监控，
而系统本身具有的能源分析和能源超标
提示功能，让该车间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进一步得到提升。

王松林 何 勇

铜冠冶化分公司动力车间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日前，工程技术分公司制
定生产维修管理及业务活动奖励标准，明
确了与企业生产维修管理及业务相关活动
奖励的职责与权限、奖励内容、奖励流程、
分配方式等，激励员工提高维修产值、提高
质量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参与企业管理。

生产维修管理及业务活动包括工程
项目管理、工程预（决）算、商务谈判、单
项工程等与公司生产维修相关的业务活
动。针对这一工作，该公司成立了奖励评
估组，并明确各部门职责。生产安环部为
本标准制订和管理的主管部门，牵头组

织对申报的生产维修业务的评审，与综
合管理部共同拟定评审情况说明；工程
技术部负责工期、质量、经济效益的考评
和竣工验收资料的收集；财务审计部负
责奖励金额核算、发放。综合管理部负责
项目考评、奖励发放的监督。

该公司以首次承接、技术创新、提高
经济效益、节约维修成本、节约费用支出
等为奖励原则，以公司利益为主，兼顾利
益相关方，从质量、成本、效率、及时性、
安全环保等因素进行评价。在工程项目
管理过程中，对于应用先进管理模式和

管理创新方法，使整个项目实际成本比预
算成本费用下降 30%及以上，且成本费
用节约在 3 万元及以上的；单位自修项目
工程预（决）算按期完成，得到业主单位
认可，且取得显著效果的；单位外协维修
预（决）算费用初审按期完成，且保证外
协维修费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该公司
都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奖励。

该公司坚持以奖励（补助）分配档次
体现按劳分配、按承担关键技术（工作）分
配的原则 ，对发挥核心作用的业务活动负
责人实行重点奖励。陈 潇 丁 嵘

工程技术分公司加强维修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在保卫企业资产的 25 年里，张福
宝在铜山矿业公司已经成了出名的“护
家”能手。作为该公司保卫部经济护卫
中队副中队长的他，积极带领其他人员
为保护企业资产不流失尽职尽责。

铜山矿业公司矿区点多面广、道路
四通八达，护卫人员少、责任重。为加强
矿区的治安防范，维护企业资产，他不计
时间报酬，一心扑在工作上。为维护国有
矿产资源安全, 打击不法分子的盗采活
动,张福宝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对铜山、前
山露天及排土场进行巡查看护，不分白
天黑夜，不论寒冬酷暑全力守护着。去
年，由于不法分子受利益的驱使，在铜山

矿业公司前山露天排土场进行非法盗采
活动异常猖獗，利用挖掘机、铲车和货车
公然从事非法盗采该公司矿产资源活
动，没有被障碍吓到的他，经常带领队
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不法人员进
行国家有关矿产资源保护法规的宣传
教育，并告诫和制止其非法行为。其中
个别人采取粗暴对抗，对张福宝进行
谩骂、威胁和人身攻击。张福宝大义凛
然不为所动，依法进行国有矿产资源
的保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国家
和企业的利益。在出矿物资产品的检
查工作中，他严格执行矿山产品物资
出矿手续，经常置身在检查站检查进
出人员和车辆，发现可疑情况，他就不
厌其烦跑现场，直到查清事情真相为
止。

在企业内部防范工作中，他在加大
日常巡查工作力度的同时，针对不同时

期的不同的偷盗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巡
逻、守候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偷盗活动，
对参与偷盗的人员一律本着从重从快
的原则进行处理。2015 年 8 月下旬一天
深夜，张福宝与队员在例行巡逻到老选
矿车间附近时，听到了可疑的人迹声
音，他立即展开搜寻和围堵，违法分子
发现后丢下近二十袋（近一吨重）铜精
砂仓皇逃逸。

2015 年 4 月份，由于气候干燥，人们
上山祭祖烧纸，引发山火，他闻讯后，丢下
饭碗组织队员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
与大家团结一致始终冲在灭火第一线，与
火魔展开搏斗，历经四个多小时艰苦鏖战
终将肆虐的大火扑灭。当他闻讯无名山又
发生火情时,顾不上休息,带领队员毫不
犹豫又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全年他亲自
参加扑救各类火灾火情近 10起。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用实际行动捍卫企业的资产
———记铜山矿业公司优秀岗位能手张福宝

本报讯 “今晚 7 时请你到单位集
合，7时 30分准时到长江二路道口参加
应急抢修任务。”这是 3 月 26 日下午，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工务段党支部书记
柏金虎用电话一一通知参加应急抢修的
突击队员的话。

当天 19 时整，该分公司工务段参
加应急抢修的突击队员从市区不同方向
赶往指定地点集合，按要求穿戴好劳动
保护用品，携带抢修工具整装待发。19
时 30 分，长江二路道口防护栅栏在一
阵急促的警报声中缓缓关闭，至此，市区
繁华的长江二路暂时处于封闭状态。只
见当班的 2 名道口工和 2 名参加作业
的人员分成 2 个小组，负责现场疏导交
通，指挥行人按照指定路线从道口侧门

出入。不远处，4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探
照灯分别固定在 4 根电线杆上，白色的
灯光倾泻而下照射在道口中央。道口平
交道内，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师傅们
如火如荼地忙碌着：有的在全神贯注地
操作小型捣固机、有的手扛铁锹撬动断
裂钢轨、有的几个人一边肩扛一根 25
米长的钢轨，一边齐声喊着施工号子、有
的熟练地运用扳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地进行。临时安装的探照灯照明光线，在
茫茫的夜色下显得尤为昏暗，但工人们
凭借娴熟的业务技术，有计划、有步骤地
实施，推进施工抢修进度。

在抢修现场，不时发现有两三盏流
动的灯光在闪烁。据工务段副段长郑晓
顶介绍，这是为了增加现场光线，特意安

排专人用手电近距离照明，目的是为了便
于操作，增加安全系数。他告诉笔者:“像
今晚这样的作业照明效果算是较好的，若
是其它偏僻的场所需要夜间抢修，只能依
靠我们随身携带的充电电筒照明，不仅安
全系数小，而且抢修进度缓慢，我们只好
采取增加人手的办法，来确保抢修任务安
全顺利完成。”

临近 23 时，当笔者带着一丝睡意准
备离开时，夜幕下的抢修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的场面仍然可见。虽然夜晚还带有
一丝寒意，但突击队员们工作热情不减，
个个汗流浃背，有的索性脱掉外套，有的
稍稍喝上几口水，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之中。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组织夜间应急抢修保运输生产

本报讯 4 月 5 日至 7 日，
安庆铜矿全面开展一季度安全、
设备、5S 综合大检查，查找生产
过程中各种问题和隐患，杜绝安
全事故。

此次检查点多面广，涉及的检
查内容有季节性安全、劳动纪律、
劳动防护用品穿戴、规范化作业、
生产现场 5S 管理、井下机动车
辆、供配电、矿井通风、特种设备、
爆破器材、危险化学品、放射源、
危险源、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等设
施以及安全标识、现场照明、三违
现象等。

该矿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矿领
导分工明确，分成十五个小组进
行检查。地表组分别对地表生产
单位、尾矿库、西风井、江边码头、
油库、化工库、备品库、材料库等
要害部位进行检查；基础资料及
台账方面，重点检查了各单位安
全宣誓签到登记、安全学习记录、
派班记录、设备使用维修记录、爆
破器材及危化品使用记录、5S 管
理台账等记录情况。

陈 潇 胡耀军

安庆铜矿
安全大检查全面细致

为进一步增强共产党员的责任意识、节约意识和奉献精神，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党支部结合生产实际，组织开展降耗金点子、
安全小妙招、义务奉献日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激励全区党员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搞好安全生产，攻克挖潜降耗难题。图为该区
共产党员正在清理井下充填管巷道。 汪为琳 摄

清明节假期，凤凰山矿业公司选矿车间人员坚守岗位开展大修。在今年的清明
长假中，该公司利用假期对棒磨机实施大修。4 月 2 日该项工作的各个环节全面启
动，参与大修人员每个班次 15 人进行交替，4 月 4 日大修顺利完成，选矿棒磨系统
生产恢复。图为大修现场。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何 娇 摄

本报讯 4 月 2 日，在第 20 个世
界帕金森病日来临前夕，由瑞金医院
神经内科和功能神经外科、中国神经
科学学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帕金森病
万里行” 公益活动首站走进铜陵，在
铜陵市立医院门诊大厅举行，100 多
位预约患者前来咨询和诊治。

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
民领衔专家团队，把瑞金医院的帕金
森病诊疗经验从上海传播到我市，普
及帕金森病知识，让更多患者接受正
规治疗。据了解，帕金森病（PD）是一
种慢性进展性疾病，我国现有帕金森
病患者超过 200 万人，全球近半数的
帕金森病患者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
帕金森病患者数最多的国家。近年来，

帕金森病的患病率逐渐上升，并趋于年
轻化，且该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
恶化，最终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能力
和生活质量。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广大老
百姓对帕金森病缺乏认识，40%以上的
帕金森病患者没有接受正规治疗，尤其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此同时，网络和社
交媒体上更是充斥着各种虚假广告，兜
售所谓能治愈帕金森病的“灵丹妙药”，
误导患者，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4 月 1 日，瑞金医院的专家团队在
市立医院举办学术讲座，把瑞金医院的
诊疗经验传授给与会人员，增进同行间
的学术交流，分享帕金森病内外科合作
的诊疗经验，最终使更多患者受益。

童绪龙

“中国帕金森病万里行”首站走进铜陵

4 月 1 日，安工学院组织 36 名师生代表赴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图）。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本报讯 为教育引导全体党
员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争做一名
合格党员，铜冠建安公司党委于
近期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两学
一做”知识竞赛。

本次竞赛由该公司党委出
卷，试题涵盖了《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内容，共发出并收回试卷
197 份。试卷全部分发到各党支
部，由各党支部自行组织测试，并
根据测试结果推荐党员参加该公
司拟定于四月份组织开展的集体
竞赛。

铜冠建安公司党委希望通过
此次知识竞赛的开展，促进该公
司全体党员自觉学习党章、遵守
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使他
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
性观念。同时，此次知识竞赛也是
为迎接铜冠建安公司将于五月份
召开的党代会所举办的系列活动
之一。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
开展“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本报讯 为进一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
大团员青年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团委于 3
月份启动了 “青年志愿者服务
月”活动，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
极投身志愿服务。

今年 3 月 5 日是第 53 个
“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 17 个
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该公
司团委围绕学雷锋这个主题开
展了多种多样的志愿活动。在
“学雷锋纪念日” 前一天组织
十余名团员青年进行了一次义
务环境卫生清理，对办公楼及
宿舍楼的卫生死角进行了全方
位的清扫。利用休息时间，组织
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团员青年，
对出入主要通道、篮球场增设
了照明设备，改善了夜间照明
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还组织
团员青年积极参与集团公司青
年志愿者申报登记工作，顺利
招募志愿者 9 名。

王树辰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团委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月”主题活动

日前，稀贵金属分公司认真做好铜官区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在严格的
法律框架内组织职工进行投票选举，确保职工真正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图为该公司职工正在投票。 章 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