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有色置业公司结
合开展的“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
动，加强防洪防汛工作 ，做到“责任、
检查、预案、值班”四到位。

为确保防洪工作力度，该公司
成立了防洪防汛领导小组，并制定
防洪防汛工作计划，确保责任到位，
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物资保障到
位。开展汛前专项检查，重点对学府
名都、世纪新城施工现场，迎江花
园、观山名筑物业小区楼面屋顶、电
梯集水井、配电房、水泵房、地下室
（停车场）、排水沟（窨井）渠管网
进行全面检查和清理，确保排水畅
通。对检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建立整
改台账，确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
任，限期整改完善。制定应急预案，
增强全体员工安全生产意识，提高
应急救援能力。重点加强应急物资
储备和灾害性天气温馨提示，加大
设施设备完好运转检查力度，提出
并制定特大、突发灾害性气象条件
下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确保防汛
安全。严格落实值班制度，细致做好
值班记录，保持通信畅通，及时有效
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王松林 周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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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防洪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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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这位矿嫂在给我们演讲
时，并没有过多强调自己是如何照顾
或叮嘱丈夫安全的，而是从生活小事
中，赞扬爱人是一位孝敬老人、教育
孩子的模范丈夫，这不仅表达出了妻
子对丈夫的依靠，同时也反映出一名
丈夫的责任所系。”“是啊，今天的矿
嫂巡回演讲，真的让我受益匪浅！”4
月 29日 8时许，冬瓜山铜矿充填区
青工方银球和工友小许谈论着正在
开展的“亲情筑防线、同心保安全”
矿嫂安全巡回演讲活动，大伙还把此

次巡回演讲比喻为“安全外教课”。
“外教”，顾名思义就是从别处邀

请来的教员。听区长张卫东介绍说：
“此次来到充填区演讲的两位‘外教’
矿嫂，也并非‘外人’。她们的爱人同在
这个矿的掘进一区和团山工区。”虽说
在今天的演讲现场没有她们自己的
“亲友团”，但却丝毫未影响到矿嫂的
演讲情绪。充填区职工派班室内更是座
无虚席，并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当听到一位矿嫂讲述自己在井下一线
工作的爱人是怎样顾家、爱家和关心工
友的温情话语时，青工小方感慨地说
道：“以前，我光考虑到自己上班累，却
很少过问家里事。”小方还若有所思地
说道：“如果一个人长此不顾及家里
事，那么，其对身边的工友肯定也是漠

不关心的。听了刚才的演讲，我茅塞顿
开。今后我一定要彻底改正身上的坏习
惯，不仅要多关心家人，更要搞好安全
工作。”坐在一旁的小许也情不自禁地
说道：“咱们都工作在井下，选择嫁给
矿工的妻子注定要比平常人多一份牵
挂。为了那份亲情与牵挂，你我都没有
任何理由去违章、蛮干。”邻座的小李
也接过话茬说道：“听了今天的巡回演
讲，不仅让我明白了安全的责任，更使
我感悟到亲情与友情的价值。”

短短数十分钟的巡回演讲活动即
将结束时，区党支部书记潘红军情真意
切地说道：“几位矿嫂的精彩演讲，无
不诠释出一个共同心愿，那就是‘牵手
亲情筑防线、同心协力保安全’。”

汪为琳

别样的“安全外教课”

冬瓜山铜矿选矿车间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把减少备件材料费支出作
为降本增效的重要举措，树立“节支等同增收，修旧就是创效”的思想，出台
修旧利废政策，深入开展修旧利废节支降耗活动，降低备件材料费用支出。
图为该矿选矿车间维修人员正在修复电动机。 叶玉敏 摄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开展了标准化班组工作考核检查，总结标准化班
组创建工作。今年，该公司加大标准化班组创建工作力度，成效良好。
图为检查场景。 段 青 摄

阮德胜现为稀贵金属分公司渣选
矿车间脱水班班长，现年47岁的他，自
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担任生产一线
班组长已有近二十年时间。几十年如一
日的辛勤工作，现如今，他手指粗糙变
形，头发越来越少，但他依然尽职尽责
干好本职工作,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近
年来，他先后获得集团公司、稀贵金属
分公司优秀班组长称号，多次被该公司
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双文明标兵等荣誉
称号。

稀贵金属渣选矿是铜陵有色第一
家采用选矿的方式回收铜冶炼炉渣中

有价金属的渣选厂。项目建设以来，基建、
设备安装调试、试车、试生产等各项工作
纷繁复杂，并出现浓缩机运行不稳定、过
滤系统能力不足、转炉渣铜精矿水分大、
循环水池水质差等诸多问题。作为脱水系
统负责人的阮德胜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带领班组全体员工积极动脑筋想办法，先
后对浓缩机跑道、循环水系统、尾矿过滤
系统等工艺设备进行改进完善。为了解决
各类问题，他经常几天几夜吃住在单位，
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他出色完成了试车、试生产任务，使脱水
系统按期实现达产达标，荣获该公司渣选
矿项目建设二等功。

节能降耗是企业生产的重点工作之
一。2013年，阮德胜提出并实施了脱水系

统内部循环水利用升级优化项目，改进了
脱水生产区域的循环水管网，完善了过滤
机反冲洗流程，使脱水环保水池实现了清
污分流，循环水水质得到有效改善，杜绝
了污水无序溢流；同时，反冲洗水、渣浆泵
封水实现了循环使用，选矿循环水利用率
大幅提升。经测算，日节约生产水用量约
300立方米，年节约费用15万元。近两
年，他又先后完成了过滤机反冲洗水改
气、尾矿过滤机改自动排液、过滤机进料
分配箱和进料管等一系列的创新技改，使
脱水系统日节电约 800 千瓦时，节水
1000余吨，年创造效益40余万元。

2014年，转炉渣选矿项目投产后，由
于系统处理能力低、精矿水分高等问题，造
成加工成本居高不下、产品滞销，影响正常

的生产组织。为了解决这些生产的瓶颈问
题，阮德胜会同设备厂家相关人员进行了
多次考察、论证，着力查找系统存在的问
题。通过调整浓缩机排矿浓度和过滤机转
速、改变反冲洗模式、缩短过滤机作业周
期、调整设备参数等措施，并配合磨浮系统
进行操作条件调整优化实验。经过不懈努
力，至2015年底，转炉渣处理量从平均每
小时100吨提高到135吨；精矿滤饼水分
由上年的21.33%降到14.85%，不仅大幅度
降低了转炉渣单位加工成本，而且提高了
产品质量，保证了生产销售的稳定。

作为一名党员，阮德胜始终坚持以身作
则、无私奉献的精神，每年义务奉献40多个
双休日和节假日。日常工作中，他时时处处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遇到困难时，总是冲在
最前面，生产现场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
影。在2015年渣选矿设备大修中，他带领
班组20余名员工主动承担了计划外委
的浓缩机、循环水池、环保水池的清理
工作，累计回收含铜物料约 200吨，含铁
尾矿1000吨，节约清理费用 3 万余元。

陶 洪

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班组领头羊
———记稀贵金属分公司双文明标兵阮德胜

5 月 6 日约 11 时 30 分，休息
室里正准备吃午饭的工程技术分公
司金昌项目部电气二班维修电工接
到业主———金昌冶炼厂硫酸车间生
产工设备报修电话：“硫酸车间循环
水 35 号降温轴流风机跳电。”该班
班长和一名电工立即放下饭盒，携带
工具、检测仪表前往现场，在对风机
电动机和电机主电路及控制电路进
行了细致检查后判定电动机有问题，
决定更换电动机。两名电工回到班组
准备备用电动机，并电话通知钳工配

合，请项目部调度中心联系吊车。
13 时 10 分，项目部调度中心联

系的汽车吊到达现场做吊装作业准
备，电气二班 3 名电工师傅也早已用
板车把约 300 千克重的 30 千瓦电动
机从 600 米外拖到现场。抢修工作按
程序有条不紊快速进行。一名电工与
两名钳工登上离地面 10 米多高的循
环水厂房屋顶冷却水塔降温轴流风
机旁，拆下电动机电源线和电动机固
定螺丝，将电动机与机械部分分离
后，25 吨的汽车吊准备就绪，伸出钢
铁巨臂把电动机缓缓吊落到地面；地
面上，3 名电工配合默契，用液压拉
马把旧电动机上的联轴器卸下，再用
大锤、铜棒将联轴器重新安装到旁边
的备用电动机上。此时，烈日当空，没

有一丝风，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
候，经过一阵紧张的体力劳动，现场几
名维修电、钳工都是满头大汗，工作服
也已被汗水浸湿，但为了加快抢修进
度，大家都放弃了休息。循环水厂房屋
顶上，钳工指挥汽车吊把装好联轴器的
备用电动机缓缓吊上厂房屋顶，放到冷
却水塔降温轴流风机电动机基座上；两
名电工这时也一鼓作气沿着三层铁扶
梯爬上 10 米多高的循环水厂房屋顶上
与两名钳工一起对位、找平、对同心度，
将电动机端联轴器与轴流风机机械端
联轴器对接，安装更换电动机，再接线、
送电、启动试车，观察风机运行状况。14
时 40 分，35 号降温轴流风机恢复正常
运转，维修工们才放心地离开现场。

嵇家保

快速抢修保生产

4 月 25日中班，冬瓜山铜矿充填
区区长张卫东在井下组织采场充填施
工中，还当起了管道闸阀的 “推销
员”，这是咋回事呢？

在当前“挖潜降耗”攻坚战中，这
个矿充填区认真细化、量化“降本增
效”具体措施，率先推出自制管道卡
箍、废旧管阀回收修复等一系列降本
增效举措。为确保这场攻坚战能够起
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区里严格要求

所回收修复的生产设施与配件，必须尽
快重返“岗位”，否则就是一种变本加厉
的浪费。一季度，回收修复的 10根 PF充
填管道，随着 44-15 号、42-2 号等新投
入采场设施充填，已全部派上用场，仅此
一项可节约9000多元的生产成本。在拆
迁或移装充填管道时，回收、修复的30付
管道接头，也陆续有了“婆家”，此项“降
本增效”又可节约3000余元生产成本。

眼看着回收修复的充填管道和接头

等设施都有了“销路”，但是一季度回收
修复的 20 只充填闸阀，却还一直闲置
在区里的货架上。张区长说：“每只闸阀
按 1000 元价格计算，加起来可就是不
小的数目啊！”

其实，这也并非班组职工对管道闸
阀喜新厌旧，主要是因为前期系统管道
改进，使得大部分充填采场的闸阀处于
“饱和”状态。面对一时难以“自产自
销”的充填闸阀，区里并没有撒手不管。

4月 25日中班，张卫东区长正在井下负
790 米中段组织安全生产工作，当他得
知相邻施工单位需要安装一批生产用管
道闸阀事项时，顿时察觉“商机”来了。
一经打探，这批生产用管道闸阀恰好与
区里回收修复的 20 只闸阀是同一类型
号，而且他们一开口就说要安装五只这
样的闸阀。于是张区长第一时间打电话
向矿职能部门“推销”起自家单位回收
修复的闸阀。

当相邻施工单位“拿下”这批回收
修复管道闸阀时，一盘算，连连称赞可以
节省一大笔费用。 汪为琳

区长“推销员”

本报讯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紧紧围绕“降成本、增效益”这一中
心工作，通过推进精细化管理，不断
提升企业成本管理水平，切实将效益
理念落实到行动中，促进管理效益双
提升。

健全规章制度，夯实管理基础。
该分公司组织市场室人员赴兄弟单
位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从建章
立制入手，对现行管理制度进行了梳
理，补充和完善《材料管理制度》和
《车辆管理办法》、《水电管理办
法》、《设备管理制度》、《差旅费管
理规定》等，使上述办法制度程序流
畅，责任明确，工作中有章可循、全员
尽职尽责，有效提高了企业内部管理
工作的质量。

完善合同管理，切实保障企业
利益。为做好合同管理工作，该分公
司组织市场室管理人员学习 《合同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合同基础
台账，严格执行合同管理规定，跟踪

走访客户单位，加强与客户之间沟
通协调，积极解决铁路货物运输中
出现的新问题，认真履行合同条款。

将挖潜降耗与组织绩效、全面
预算管理相结合。重点围绕油料、维
修、办公等可控费用，合理分解挖潜
指标，将挖潜降耗取得的利润与正
常生产经营取得的利润分开，实行
滚动考核，将全面预算管理向纵深
推进。坚持“三定、四检、一把关”制
度，努力提高职工自检自修和故障
处理能力，提升乘务人员的业务素
质，控制机车责任临修。加强整治病
害线路，电力信号、通讯设备实行动
态维护，定点定修，修旧利废、精打
细算，力争把维修成本降到最低程
度。同时，做好材料物资数据的统
计、分析和资料的积累工作，通过分
析研究材料变化规律、材料使用方
向，提高材料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实行精细管理严控成本支出

本报讯 近日，铜陵市立医院
心血管内科专家成功为一位 76 岁
右位心脏的“镜面人”安装了临时
心脏起搏器。据了解，为右位心患
者安装心脏起搏器手术目前在我
市尚属首例。

该患者日前因大隐静脉曲张
伴溃疡、下肢深静脉瓣膜机能不
全、高血压病收住铜陵市立医院普
外二科准备行手术治疗。检查发
现，患者的内脏竟然全部反位生
长，与正常位置呈镜像分布，即俗
称的“镜面人”，同时因为高龄，并
患有高血压病，为降低外科手术麻
醉风险，外二科遂请心血管内科为
其安装一个临时心脏起搏器。由于
患者为右位心，医生的操作习惯要
进行“反转”调整，需要选择右侧
锁骨下静脉穿刺。患者因长期挑担
子等体力劳动致右侧锁骨下间隙
狭窄、脊柱侧弯，电极送至右心室
心尖部，过三尖瓣难度加大。经过
认真准备，心内科专家于 5 月 5 日
在 DSA 下为患者进行了临时心脏
起搏器术，手术顺利，心电图提示
起搏器功能良好，为患者接受外科
手术提供了安全保障。目前患者外
科术后恢复良好。

据铜陵市立医院心内科专家
陆润平介绍，全内脏反位 (SIV)是
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畸形，其主要特
征为内脏器官与正常解剖位置呈
镜像分布，发生率约为 10 万分之
一。全内脏反位的病人除了器官位
置改变之外，其生理功能基本正
常。目前国内外关于此方面的报告
较少。 何 军 钱扬顺

铜陵市立医院
成功为一“镜面人”安装心脏起搏器

铜山矿业公司在抓好生产经营的同时, 以丰富广大员工业余文化生活
为目的，倡导“快乐、时尚、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开展具有特色的全民健身
和群众体育活动，使员工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图为日前该公司正在
举行的职工篮球友谊赛情景。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张霞 摄

日前，铜山矿业公司通过经济分析会和形势与任务教育，对照年初制定的 3000 多万元的挖潜指标，深入开展“挖潜降
耗在行动”活动，要求广大员工从自我做起、细处着手，节约一颗螺丝钉、一度电、一滴水，让节约无处不在，努力打赢节约、
提质、增效攻坚战。图为该公司采矿区电工修复电机时情景。 夏富青 王良生 摄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落实，日前，金昌冶炼厂按照
集团公司相关文件规定要求，就
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
委监督责任贯彻落实及考核制定
了具体的措施及办法。

为加强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
监督责任考核，该厂党委成立党风
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考核领导小
组，党委书记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该厂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主要考核履行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情况，包括党风廉政组织
建设、阳光工程建设、党员队伍思想

作风建设，重点岗位人员廉洁从业教
育，所属单位或部门制度执行、配合效
能监察和督查督办问题落实等，考核
采取季度抽查、年度检查总评方式进
行。该厂党委要求各党支部所属科级
行政管理人员都应开展述职述廉，厂
党委每年对科级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一
次廉洁方面民主测评。围绕“两个责
任”考核，该厂制定了详细的考核细
则，规定了各党支部考核项目、考核具
体内容及评分标准。为贯彻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该厂还配套制
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约谈
办法。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