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有色第一冶炼厂退休干部

周金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5 月 1日不幸逝世，享年

79岁。

周金来同志生于 1937 年 8

月，安徽枞阳县人，1958 年 2 月

参加革命工作，1959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周金来同志 1958

年 2 月起在上海警备团历任战

士、班长、副排长。1962 年 2月至

1964 年 1 月被选送南京炮校学

习，后任上海警备团连指导员、营

副教导员、教导员、党委书记、副政

治委员等职。1981 年 11月转业铜

陵有色第二冶炼厂任工会主席、副厂

长。1985年 9月调任第一冶炼厂副

厂长，1996年 12月退休。

周金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6 年 5 月 3 日上午 9 时 20 分

在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司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日

周金来同志逝世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退休干
部原有色公司总工程师室决策办主
任工程师胡真厚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 2016 年 5 月 2 日 9 时 50 分
在铜陵市立医院逝世，享年 86 岁。

胡真厚同志系湖南省长沙市
人，1931 年 4 月出生，1952 年 5 月
参加工作。生前历任湖南水口山矿
务局实习技术员；铜陵有色第一冶
炼厂技术员；铜陵有色公司技术监
督处技术员，科技处副工程师，冶化
处工程师；第二冶炼厂科技科副科
长；铜陵有色公司总工程师室工程

师，规划决策办主任工程师；铜陵市政
协常委、委员等职，享受处级待遇。
1996 年 11 月退休。

胡真厚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几十
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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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真厚同志的遗体于2016 年5月
4日 8时 40分在铜陵市殡仪馆火化。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老干部部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胡真厚同志逝世

本报讯 “岗位工人提合理化建议
参与率达到 65%以上，标准化班组成员
参与率不低于 70%，先进标准化班组成
员参与率不低于 80%；管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合理化建议参与率要达到
100%，每人不少于一条。”随着 5月合
理化建议月的到来，张家港铜业公司对
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提出了硬性要求。

该公司今年合理化建议月活动的
主题是“降本增效、挖潜创效”。在要求
数量的同时，该公司同样注重合理化建
议的质量，要求基层单位要把合理化建
议活动贯穿于全年生产经营之中，员工
合理化建议采用率要达到 20%以上，并
努力确保有 30 万元以上的重大合理化
建议项目，做到每个季度评审一次，并
在下半年进行合理化建议上报和申请
评奖表彰。

近年来，该公司合理化建议活动
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精炼车间阳极炉合
并改造后，单炉和日产量较改造前提
高一倍以上，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进一
步优化，维修成本下降 30%。该公司
与徐州燃控科技合作，成功研制国内
首家重油全氧燃烧工艺，重油单耗由
过去的 77%下降到目前的 34%左右。
阳极炉全氧燃烧工艺改造获得国家实
用性新型专利成果。仅此一项，每年可
节约生产成本 2000 多万元。该公司
申报的 “火法精炼燃烧系统技术改
造，降低吨铜天然气单耗”项目，精炼
摇炉天然气单耗较改造前下降 68%，
并获得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一等奖。
仅去年，该公司员工中采用的有价值
的合理化建议就达 104条。合理化建

议活动已逐步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并成为该公司挖潜创效、推动企业稳步
发展的有效途径。

今年，该公司将围绕降本增效、工艺
改进、技术改造、安全环保、管理创新、节
能降耗等方面，继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
动。针对此次活动，该公司明确专人负责
此项工作，建立了合理化建议评审领导
小组，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各基层工会积
极主动与生产技术部门联系，从生产一
线中发现问题，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聪
明才智，调动全公司广大职工在生产经
营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他们提建
议、想办法、出点子、献良策，同时与技术
攻关和课题攻关相结合，充分发挥工程
技术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的作用和优
势，积极组织，注重实效。

杨学文

张家港铜业公司合理化建议月活动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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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凤林，这位今年被集团公司授
予“优秀班组长”的凤凰山矿业公司
员工，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在生产一线默默奉献着。作为掘进班
长，他连续 5 年被该公司授予“优秀
班组长”荣誉称号。

今年 3 月，记者看到这样一组数
字：2015 年，何凤林奉献公休 41天，
带领班组完成掘进量 571.2 米，是年

计划的 119%；完成锚杆支护量 3366
根、金属网 331 块， 是 年计划的
112.2%；完成地质钻探量 1500 米，是
年计划的 100%；完成掘进废石运提量
9245 吨，同时完成计划外采场废石运提
2569 吨，完成计划外重点突击工程任务
4项、计划内重点突击工程任务5项……

数字足以反映实干精神：去年 1 月
份，何凤林带着同事突击完成了井下废
石提升地表系统安装施工任务；去年 3
月份，为运提生产，他突击完成了负 440
米中段 150 根轨道枕木更换和 320 米
架空线拆换任务；去年 6月份，他用十几
天的时间，组织人员对负 440 米中段文

明生产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对排水沟
进行了重新开挖加深和浇灰，清挖水沟
过程中对风镐清挖不动的进行了打眼爆
破，共清理巷道及水沟 652 米，彻底解
决了长期以来该中段巷道水沟排水不
畅、运输道路泥泞的状况；去年 12 月
份，何凤林又为负 500 米中段供矿运输
完成了负 360 米中段新盲井口车场轨
道铺设工程……

“可以说，他确实是一名积极带领
班组职工参加车间突击性工程，为车间
生产排忧解难的人。”这是何凤林所在
区领导对他的一致评价。

作为井下的班长，针对班组安全工

作，在掌子面岩石破碎或者安全条件差
的作业点，何凤林都要跟班作业，经常
是早班跟出矿工作业，中班又跟打眼工
作业。在安全隐患整改中，他都做到在
整改现场监督并参与作业。每周组织班
组开展一次安全劳动保护检查和环境
卫生检查，班组的各作业点环境始终保
持整洁有序。坚持做好成本控制工作，
何凤林坚持每季度对班组的定额材料
消耗进行分析，找出超降原因，并结合
实际对职工进行节约教育，积极开展修
旧利废和合理化建议活动，掘进班的成
本得到了良好控制。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段 青

好班长何凤林 本报讯 日前，稀贵金属分公司
围绕即将来临的汛期，科学组织，精心
安排，提前做好防洪防汛工作。

该公司成立了防洪防汛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各项制度，明确责任。
由纪委书记任组长，各车间负责人为
副组长，全面协调，统筹安排汛期安全
工作的预防和紧急情况处理工作。

该公司武保部负责成立抗洪抢险
突击队，对防洪防汛的紧急预案进行
模拟预演，提高应急队伍实战水平和
应急处置能力。防洪防汛应急救援队
伍已进入备战状态，遇紧急情况，能够
立即调动队伍，迅速、有序、有力、有
效、安全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该公司将对企业进行全面检查，
重点对人防工程、供配电系统、防排水
系统、提升系统、避雷设施、监控设施、
避险设施、通讯设施、安全出口进行认
真细致的拉网式巡回排查，对检查出
的隐患和问题，落实整改责任，及时进

行整改，并建立健全隐患整改台账和销
案制度，确保隐患和问题整改到位，做
到生产系统完善，设备设施有效，现场
管理到位，实现企业安全度汛。

该公司商务部负责保障物资设备
储备到位，并对防洪防汛物资、设备设
施进行全面清点建档，确保储备种类齐
全、数量充足、质量合格、应急适用的防
洪防汛物资、设备设施到位。现场必备
的防洪防汛物资、设备设施摆放到位，
管理责任到位，保护措施到位，确保不
受损、挪用和流失；备用的物资、设备设
施专库分类存放，账目数量相符，由专
人负责保管，随时需要随时提供。

加强值守，确保通讯信息畅通。该
公司认真做好领导带班、值班工作，落
实交接班记录，确保领导带班、值班到
位。重要部位和要害岗位人员 24小时
坚守岗位，保持通讯和信息畅通、准确
无误，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事件和信息
报送。 陈 潇 吴民静

稀贵金属分公司防洪防汛工作早落实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把提高
职工的操作技能作为企业挖潜增效
的重要举措，通过技能培训、岗位练
兵等方式，积极引导职工学技术、练
技能、提素质，努力打造一流的高技
能职工队伍，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
保证和智力支持。

该公司是一座生产 57 年的老
矿山，近年来，工程技术和技术工种
岗位人员流失严重，针对职工技能
素质参差不齐、培训需求差异较大
的实际，该公司紧密结合安全生产
实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职
工的不同特点，每年初就出台职工
培训计划，对适应性岗位技术培训、
技术工种岗位培训、特殊工种和管
理岗位培训进行统筹安排。积极探
索适应多样化和个性化学习需求的
“菜单式” 培训方式，对职工进行
“点菜式”技能培训，确定岗位作业
人员需要培训的内容，让不同工种、
不同岗位的职工，结合自身岗位实
际，提出需要技术“加餐”的菜谱进
行“点菜”，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
据职工的实际需求，将相应的各类
专业技术书籍、操作规程等材料发
放到职工手中，并进行具体讲解，加
深了职工对技能知识的学习、理解，
从根本上满足了职工学习的需求，
做到了培训生产两不误。

该公司把请进来和送出去结合
起来，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岗
位练兵和现场操作结合起来，先后
举办企业管理和电工、钳工等各种
技能培训班。以不断提高职工的岗
位技能和安全技能为着力点，健全
完善特殊工种人员档案，持续抓好
特殊工种人员的内培、外陪和派培
工作，细化学习培训内容的层次化、
系统化。把安全工种培训课堂搬到
基层班组、作业面，进行现场示范教
学，引导职工养成主动学习、自觉学
习的良好习惯。

坚持学用结合、理论和实践并
重的原则，针对每年技能比武开展
理论、实操专项培训，凡技术比武第
一名的选手，不仅推荐为首席员工，
不是高级工的可以直接晋升为高级
工; 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比武前 3
名的选手，优先评聘或推荐申报职
称，优先推荐上级表彰和奖励，并作
为当年绩效考核和提职提薪等重要
依据，以此选拔出职工技能“排头
兵”、“领头羊”。

洪同国

铜山矿业公司强化“菜单式”
培训提高职工操作技能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
间党支部创新党员教育方式，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中，通过加强对党员学
习情况量化考核和对其在工作岗位中
示范带头作用的细化考评，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综合车间主要担负着该公司原料
及产品的进出、检测等任务。车间现有
员工 97 人，其中党员 24 名，车间检验
检测工作的好坏及物料进出能否畅
通，与占车间职工总数近四分之一的
党员能否示好范、带好头密切相关。

综合车间党支部将学习、工作情
况分别进行量化考核和逐项细致考
评，让“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接地气、
见实效。支部结合公司党委下发的季
度政治学习要点，根据车间实际每月
拟定党员学习计划，准备好学习材料，
通过“三会一课”等形式组织党员认
真学习。为考核实际学习情况，支部要
求所有党员除做好学习笔记外，还必
须撰写学习心得或体会文章，并将上
述要求完成情况以打分考核形式计入

每名党员全年的累计积分考核中。
围绕如何“做合格党员、起示范作

用”这一主题，该党支部将党员考核分
为义务履行及业务工作开展两大项，再
将两大项细化成十一小项逐项计分量
化考核。认真开展党员与普通员工一带
三“相互帮提”活动。支部要求每名党
员自找三名普通员工，与他们结成相互
帮提小组，在思想政治学习与提高、遵
章守纪、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安全环保、
合理化建议、廉洁从业及助人为乐等方
面进行严格考评，从而达到全体员工共
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为让活动起到实效，该车间党支部
制定了党员积分制考核及党员一带三
“相互帮提”实施办法，成立了由党支
部委员、党小组长及相关管理人员组成
的考核小组，从今年 4月起每月底进行
考评一次，对达不到要求的按考核办法
扣除所在帮提小组党员相应的考核分
值；对全年表现优秀的党员及帮提小
组，年终支部将予以适当的奖励。

盛叶彬

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党支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4月 26日 9时许,工程技术分公司
金昌项目部机械一班的十多个人聚集
在一起,他们佩戴着安全帽、防毒口罩、
手套,个个武装整齐,整装待发。他们这
是要去哪里?干什么?我带着好奇心跟
在他们后面。

在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二级库,一
名师傅用单轨行车吊起一卷环形皮带,
另有三名师傅推着板车在下接应,皮带
被稳稳地放在板车中间。三个人推着板
车就往现场赶。皮带怎么了？奥炉又没
提枪,生产也在正常运转。带着这些疑
问,我继续尾随他们,在经过了三五分

钟的路程后,来到备料申克称皮带处,
上过一段扶梯,来到二楼平台处,这里
有 9条申克称皮带, 有几条皮带还在
正常运转中,等“大队人马”在 2号申
克称皮带处停下后, 我才走过去仔细
查看,原来一条长 9 米宽、1 米的环形
皮带在运行中被不知什么利器从头至
尾撕成了三条, 地面上散落了一大堆
物料粉,生产操作工正在紧急清理。到
达现场后, 一行十多人就自动分为两
组, 一组人员在协助生产操作工简单
清理了皮带上的物料后, 开始拆除皮
带东侧支架、皮带滚筒固定螺栓、料斗
刮板等;皮带头部,一名师傅敏捷地爬
上皮带,用皮带刀利索地将皮带裁断,
不一会儿的功夫, 旧的皮带就被大家
你拉我拽地拖离了现场; 另一组人员
将刚刚运到现场的新皮带用手拉葫芦

的钩头扣住皮带,使皮带吃上力后,再用
一根粗的棕绳捆着皮带头, 平台下面的
人用力往上送, 平台上的几个人使劲往
上拽, 不到几分钟就将皮带拖上了 2 米
多高的平台上。这边师傅们也顺利完成
了皮带架、皮带滚筒、料斗刮板的单边拆
除工作。紧接着,“围攻战”开始了。现场
十几个人站成一排, 各托住皮带一处将
皮带抬高到一米多高皮带支架上后,有
的用撬棍撬,有的用手使劲推,齐心协力
将一吨多重的环形皮带一点一点地套进
皮带滚筒,在大家的一阵欢呼声中,皮带
被稳稳地安装到位,“围攻战” 就此完
成,“大部队”随即撤离,留下的四位师
傅立即安装皮带支架、皮带滚筒、皮带刮
板,并调节皮带张力。到 12 时 30 分,用
时三小时就完成整条皮带的更换任务,
并正式投入运行。 李娇娥

一场漂亮的“围攻战”

本报讯 随着消费者对房地产住宅
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房屋售后服务水
平的好坏已逐渐成为房地产企业市场
竞争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铜冠地产公
司不断完善售后维修及服务工作，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标准，建立了投诉处理流
程和巡查回访制度，对所建住宅小区实
行“一户一档”管理，从五个方面开展
工作，促进售后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提升工作态度。该公司要求员工对
待业主热情礼貌、耐心倾听，踏踏实实
做事，勤勤恳恳服务，把工作做好。

提升工作时效。该公司对服务维修
时限进行了详细规定：水电维修不超过

8小时，墙面、屋面、阳台、门、窗等不超
过10天，其他维修项目不超过3天等。

提升制度规范。该公司根据管理
实际需求，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
了《铜冠地产房屋质量回访、维修和
投诉管理办法》、《房屋维修质量标
准》，并通过学习先进的物业管理方
式不断提高售后服务水平。

提升回访质量。该公司坚持实行
维保回访制度。制定了完善的回访工
作流程、标准文件和相关的考核制度，
各职能部门严格按标准做好维保管理
和售后回访工作，为实现小区品质服
务提供了保障，提高铜冠地产在市场

上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提升合作水平。对每一户售后问题，

该公司都与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物业公
司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四方到场勘察质
量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解决方法，共同签
字确认，及时解决问题，保障业主利益。

提升素质能力。该公司坚持及时总结
售后工作的经验，对售后难点问题加大讨
论研究力度，加强对售后人员的相关业务
知识的培训，提高售后人员的服务能力。

通过一系列举措，该公司开发的小区
业主售后问题都得到了及时、妥善的解决，
售后服务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进一步
提高了企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 韩大超

铜冠地产公司多项举措强化售后服务工作

本报讯 在近期的双休日时间
里，铜冠物流公司金城码头从各班
组抽调的职工正在自行自制漏斗，
以备码头生产之需，有效降低了生
产支出费用。

今年以来，为做好内部挖潜，降
本增效工作，铜冠物流公司金城码
头在全体职工中深入开展“节支降
耗，修旧利废，节能减排，挖潜增
效”活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
挖潜增效实施方案，并在职工中广
泛宣传、组织动员，围绕节能减排活
动主题，组织职工有计划开展节能
减排意识教育，征集节能减排合理
化建议，推广职工节能减排成果，宣
传节能减排先进经验，引导广大职
工树立资源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
节约意识。

该码头还紧紧围绕挖潜降耗、
减排增收活动主题，大力开展职
工技能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赛
和技术创新活动。并从强化管理
入手，培养广大职工从节约一滴
油、一颗螺丝钉、一滴水、一张纸
做起，以确保码头全年各项经济
指标的完成。

汪 义

铜冠物流公司金城码头
扎实开展挖潜增效活动

铜冠物流北环公司积极引导员工树立勤俭节约意识，在员工中广泛开展修旧利
废、节约回收活动。通过教育与引导，员工普遍感受到通过勤俭节约也能创造效益。

图为员工正在修理烧坏了的电水壶。 万 青 摄

今年一季度，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出矿班 91 名员工凭着精细化的管理，不仅使出矿铲运机轮胎成本下降 21.2 万元，而且
完成了 75.08 万吨的出矿量。图为日前在井下负 800米两名员工正在紧固轮辋螺栓。 李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