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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宜江作为金冠铜业分公司动力
车间的一名技术员，也是金冠铜业公
司惟一的给排水工程师。他 2010 年
毕业进入金冠铜业分公司，短短五年
中，已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成长为
动力车间的技术骨干。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基础建设期，
他主要从事综合管网工作，承担多个
给排水项目的专业管理。从项目最初
的图纸、方案设计、审核到项目建设的
现场施工管理，到最后项目的竣工验
收、项目核算，他全程参与，竭尽能力
把好工程项目的质量关、进度关、费用
关。在每一个项目建设期间，他全程泡

在施工现场，与施工单位人员进行安装
分析交流，这一期间的实践学习，让他所
学的专业知识得以施展并使自己的专业
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2015 年，在金冠铜业分公司停产检
修过程中，他被任命为天燃气阀门管道
检修项目的负责人。为确保此项目保质
保量完成，早在项目实施前，他就对项目
实施方案反复分析，并在施工前一次次
与施工单位进行现场确认，为了可能出
现的检修故障，不厌其烦地与施工单位
沟通。施工期间，他坚持在检修现场进行
检查、指导。每天，当所有施工人员完成
当日任务撤离现场后，他还要留下，对现

场一处处进行最后的确认，防止有天燃
气泄漏等隐患发生。

大修期间，约 1000 立方米生产废
水需排进事故水池，段宜江作为分管给
排水的技术人员，连续数夜蹲守在现场，
使所有废水无一滴外排，保证了厂区各
废水系统的正常检修。在日常水质管理
期间，他也把新水、废水平衡当作工作重
点，每天坚持查看水质报表数据，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与各车间沟通，为环保验收
工作顺利完成打下了基础。

在该公司的焦炉煤气工程项目中，
他作为此项目的主要联络人，参与到施
工现场的每个角落。他对设计图纸认真

研究，提前考虑试生产需要准备的工作，
在工程基建期编写了各项试生产准备规
程，并得到设备厂家及该公司的认可。验
收期，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值得怀疑的因
素，将以后有可能出现的正常运行故障
一一排除，目前，此项目已顺利进入试车
阶段。

作为一名给排水工程师，各项水处
理指标、水平衡指标、循环水排污水外排
指标等等，无时无刻不印在段宜江的脑
海中。在 2015 年的科技攻关项目中，他
撰写完成了 《提高循环水浓缩倍数，实
现合理达标排污》论文，并参加了集团
公司举办的 2015 年度论文发布会，取
得较好的成绩。其中，他提出的节约用水
项目建议，也被列为 2016 年金冠铜业
分公司的节能减排项目之一。

陈 潇 封保敏

段宜江:在一线磨砺青春

“只要我在矿业公司一天，就
要做好一天的工作。”这是仙人桥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磨浮工段生产
一班班长兰超的誓言。兰超 2011
年作为劳务派遣员工应聘到仙人桥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作为磨浮工段
生产一班班长，兰超时刻牢记自己
的工作责任，在工作中认真负责、
爱岗敬业；在生活上关心同事、乐
于助人。多年来他以兢兢业业的工
作态度，求真务实、勤奋进取、勇于
奉献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车间上下
的赞誉和好评，多次荣获该公司优
秀员工荣誉称号。

兢兢业业扎根生产一线

在很多人眼里，球磨这个岗位不
但辛苦，而且粉尘和噪音都很大。凭着

对工作的热情、严谨和执著，兰超在这个
平凡而又艰苦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
多的时间。在日常生产和检修工作中，
他脏事、累事、危险事总是抢着干。
2015 年 7 月，MQG2745 球磨机更换
进出料及筒体衬板，兰超受车间委托，
总体负责衬板更换工作。此次衬板为
新改型的新品，更换过程中必须极其
细致。为了保证安全和进度，他每天工
作 12 个小时以上，与车间和工段的负
责同志共同研讨衬板的安装程序，合
理安排衬板拆装工作，保证衬板更换
安全。在兰超的精心谋划下，衬板更换
工作仅用了 6 个小班，较计划时间提
前了 3 个小班，保证了选矿生产的提
前运行。

在工作之余兰超常说：“在工作中
少一份计较，就多一份获得；少一份抱
怨，就多一份担当。”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把一腔热血完全融入到
自己的岗位上，只要工作需要，不计个
人得失，随叫随到，用自己的言行赢得
车间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勤于学习，自觉锤炼，不断提
高业务水平

磨矿和浮选岗位不但理论性极
强，而且需要掌握一定的操作技能。对
于一名球磨工来说，他深知仅有实践
操作经验，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撑是远
远不够的。为了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
操作技能，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书本
知识，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摸索，碰到不
懂的地方就向老师傅虚心请教。通过
不断的学习和钻研，兰超掌握了较强
的现场操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特别是
在磨矿的浓度和细度控制方面表现突
出。今年以来，兰超带领班组员工的精
心操作下，全段的精矿品位和选铜回
收率比往年有大幅度的提高。2014 年
1 至 2015 年 3 月，他所在班组的铜精
矿品位、铜回收率始终名列四班之首。
也正是因为勤奋好学，他在仙人桥公
司历次球磨工技术比武中成绩优异，
特别是 2015 年度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公司举办的球磨工技术比武实践操作

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钻研业务技术，敢于突破创新

兰超积极配合和参与工段多项技术
革新，有效地降低了磨浮的生产成本。一
直以来，该公司从球磨机出来的木屑和
导爆管都是采用市场上购买的 8 目的
不锈钢筛网来筛选处理，每月都需要
4000 多元的材料成本，不但成本高，而
且生产工在处理木屑和导炮管时操作
不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废旧不锈钢网
容易进入浮选机闸门和管道，造成闸
门和管道堵塞，影响浮选指标和系统
生产。2013 年 6 月份在兰超的提议
下，将原 8 目的不锈钢筛网改成塑料
板打眼筛选处理，在处理球磨机出来
的木屑和导爆管效果非常好，不但每
年可以节约 5 万多元的材料成本，而
且有效地解决了废旧不锈钢网容易进
入浮选机闸门和管道的难题，对稳定
选矿的生产、提高浮选指标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平凡工作中累积起来的高度
———记仙人桥矿业公司选矿车间磨浮工段生产班长兰超

本报讯 芜湖公司为降低生产成
本，增加企业效益，2016 年初，该公司
从内部管理着手，拟定了节电、节水、
回收线盘、控制成本、降本增效计划，
并将降本增效计划落实到班组、机台、
个人。销售人员在加大销售量的同时，
增加对客户线盘回收力度，

到 8 月底，芜湖公司 2016 年线
盘回收率为 89.66%，吨漆包线使用线
盘 15.6 个；线盘回收率与 2015 年同
期相比增加了 57.1%，吨漆包线使用
线盘平均下降 8.9 个，几乎达到行业
标杆水平。线盘回收率的提高极大地
降低了线盘采购及使用成本，仅此一
项每年给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20 万元

左右。
为将这项工作做好，该公司组织生

产部相关人员对 2015 年线盘回收数
量、质量等进行汇总摸底。根据摸底数
据，结合市场部物流运输情况、客户回
收距离、客户配合度等各方面进行详细
分析，计算出不同客户回收线盘所用费
用情况；最后，根据计算费用情况与新
采购线盘价格、质量进行对比分析，针
对不同客户制定相对应回收对策，并将
线盘回收率与销售员绩效进行挂钩考
核，调动了销售人员的积极性。通过线
盘的回收，为公司全面完成 2016 年的
方针目标打下牢固的基础。

芦广胜 赵 莹

芜湖电工公司大力开展降本增效工作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生活
服务公司安排 61 名在岗人员赴市疾
控中心对行业内严禁存在的皮肤病和
传染性疾病进行排查。经过检查，参检
人员全部通过复审取得健康合格证。

该公司担负着全矿 2500 多名职
工班中餐的后勤保障工作，为认真做
好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保证从业
人员及就餐职工的身体健康，他们严
格执行《食品卫生法》，遵守卫生管理

制度，牢固树立安全卫生第一，为员工服
务的宗旨，进一步规范食堂食品卫生管
理工作，经常教育员工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要求工作时应避免不卫生举
动，上岗必须穿戴清洁的工作服、工作
帽，严禁一切人员工作时吃食物、吸烟、
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并严格履行每
年接受一次卫生防疫站指定的医厅单位
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后方可上岗
工作。 储晓娟

冬瓜山铜矿生活服务公司做好从业人员健康证复查工作

本报讯 长期以来，凤凰山矿业
公司始终抓好内部治安防控工作，积
极落实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责任和措
施，加大投入，实现人防、物防、技防相
结合，并积极参与周边区域治安协防，
形成群防群治、联防联保、整体联动的
治安防控网络。

集中力量解决内部偷盗现象。通
过认真查找存在的防范薄弱环节和治
安死角，多种形式地搜集各类信息，通
过与车间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同职工进
行交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以及偷盗
嫌疑资料，筑牢反盗窃工作的第一道
防线。同时采取了重点区域重点守候、

重点区域重点治理的原则，坚决打击
和遏制矿山盗窃现象的滋生与蔓延。

组织综治部门共同商讨打击对
策，制定具体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影响
企业治安秩序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企业主产品和重要物资的保卫力
度，坚持对铜精砂从运输到卸货全过
程的人员现场监督，确保了矿业公司
主产品的安全，有力地维护生产经营
顺利运行。同时，加强治安薄弱地段的
巡逻守候力度和选矿工艺流程的防盗
管理，堵塞流槽漏洞。今年以来，内部
偷盗得到有效遏制，为企业生产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在日常管理上，扎实做好治安防范
基础工作。加大对贵重物品，易燃、剧毒
类危险品的管理，购置了爆破器材运输
专用车，并制定了《矿业公司基层单位
废旧金属库房检查登记表》和《涉爆单
位检查情况登记簿》制度，实行了涉爆
人员 Ic 卡领用爆破器材等，还将外来施
工队伍纳入矿业公司整体管理工作中，
一并进行检查考核。

该公司近年来先后投入数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技防设施的增设，加强薄弱地
段的技防监控，在提升原有监控服务器
系统的基础上，确保系统高效运转。

段 青

抓内部治安防控 保矿山一方稳定
———凤凰山矿业公司抓好矿山内部治安防控工作侧记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危险和有害
因素的预防和管控能力，确保安全生
产，日前，金昌冶炼厂采取措施加强危
险源安全监管。

该厂根据要求，结合近年厂内工艺
改造、设备变更等情况，按照危险源辨
识有关依据，对厂内重要区域、关键部
位的风险危害进行了重新识别和评估，
确认了全厂重大危险源1个，A级危险
源12个，B级危险源点6个，C级危险
源点4个。为加强对危险源的监管，该
厂落实危险源的监控责任人和具体监

控措施，实行安全监管检查确认制。将
危险源的地点、性质、触发事故条件、导
致事故的可能性及事故后果的严重性，
以及突发安全事故后的应急抢救工作
等内容纳入日常的安全学习中，让所属
职工能够辨识危险、防范风险和控制危
害。制订针对可能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现场处置方案，并按照处置方案内容实
行定期的应急演练，提升危险源发生事
故的防范能力。基层各单位按照危险源
属地管理原则，对重大危险源、A级危
险源点每旬检查一次，B 级、C 级危险

源每月检查一次，并认真填写《危险源点
监控检查表》，班组对所属各类危险源点，
每班都要对照《危险源点监控检查表》的
内容进行监控检查，并将检查情况记入交
接班记录，其他安全检查都要把危险源作
为检查内容。在基层各单位检查的基础
上，厂部组织对重大危险源每月进行一次
检查，对A级危险源每季进行一次检查，
同时将各类危险源纳入季度安全环保职
业健康综合检查中，并作为考核责任单位
落实安全监管的过程管理检查内容。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加强危险源安全监管

本报讯 日前，为营造浓厚的学
习氛围，强化职工终身学习意识，打造
学习型企业。铜冠房地产公司开展了
2016 年度职工技术比武。

此次比武 45 岁以下职工、50 岁
以下中层管理人员全部参加，比武采

用闭卷考试的方式，重点考察了职工对
房地产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情况，通过比武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全体
职工的学习热情，有力促进了职工队伍
整体素质的提升。

殷虎

铜冠地产公司开展 2016 年职工技术比武活动

本报讯 为调动一线调车人员
“学技术、钻业务”的积极性，进一步
提升广大调车员业务技术水平，9 月
20 日，金铁分公司车务段组织调车
组近 20 名调车员，在横港铁路站场
开展了包括连挂车辆，观速、观距以及
手信号等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实际操作
技术比武活动。

此次技术比武活动考核内容侧重
于现场实际操作和调车岗位应知应会
知识，突出日常操作中常见的动作要
领。在考核手信号时，要求选手做到
“横平、竖直，灯正、圈圆”。比武活动
中，参赛的调车员选手们动作娴熟，应
对自如，均体现了平时作业中扎实的
基本功。裁判员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
对比赛中每一道程序都做了精心测算
和评分，对总成绩排名前三位的调车
员分别给予了物质奖励。

通过开展调车员业务技术比武活
动，不仅全方位检验了调车员操作实
践能力，而且达到了增进交流、相互学
习、相互提高的目的，在职工中掀起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开展调车员业务技术比武活动 自“两
学一做”学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铜山矿业
公司全体党员
主动将“两学
一做”融入到
日 常 工 作 当
中，率先做学
习教育的示范
者，以实际行
动践行“两学
一做”，争做
合格党员。

图为该公
司供水分公司
党员徐传虎放
弃休息时间，
认真地对显化
供水管网进行
改造。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 讯 员
张霞 摄

9 月 22 日下午，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6 级新生军训闭营仪式暨总结表
彰会在该学院隆重举行。闭营仪式在庄严的国歌中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解放
军进行曲，全体新生进行分列式汇报表演（如图）。 傅大伟 徐婧婧 摄

为认真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增强全员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9 月 23 日，铜冠电工公司安环机动部结合生产实际分批对生产一线员工、管
理人员进行各岗位应知应会安全知识的考试（如图）。对考试不合格人员，将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对此次考试将作为员工年度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
依据。 芦广胜 摄

日前，冠物流北环公司举行操纵司机晋升司机考试。“第一动轮轴温不大于
70 摄氏度，通气孔无堵塞，轴箱拉杆无裂纹……”随着应试者熟练在机车身上逐
一报出所检项目时，铜冠物流操纵司机晋升司机的实践考试正式开始。通过此次
晋级考试，有力地激发了员工间的比学赶超精神，进一步促使员工向更高更优的
方向迈进。图为员工正在紧张的应试。 万青 摄本报讯 国庆节临近，为切实做

好节日期间安全保卫工作，严防各类
案件事故的发生，日前，天马山矿业
公司武保部门紧固安全弦，加强治安
保卫工作，确保矿区内部治安秩序稳
定。

该公司以查管理、查隐患、查措
施为主要手段，多举措做好矿区治安
保卫工作。强化保卫职能管理，确保
全天候 24 小时有人值班，全体人员
保持通讯畅通，遇到突发事件随传随
到。督促基层单位做到 “三看好”，
即：看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看
好自己的物。要求节前上报各自值班
人员名单，便于及时联系与沟通。增
加重点岗位、要害部位的排查频率，
加大查岗力度，做到班中有人不脱
岗，完善现场交接班和人员出入登记
记录。严格管控民爆物品，严格完善
运输和领用手续，确保账、卡、物三相
符，做到日清、月结、无差错。护矿队
员夜间，要做到勤巡查、勤盘查、勤观
察，巡逻范围辐射到矿区各个角落；
对运输车辆实行停车检查，防止偷盗
现象发生。加强节日消防检查工作，
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节日
期间无火情、无火灾。

朱艳 牛芳

切实做好国庆节期间治安防范工作
天马山矿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