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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毕业于大连理工
大学，2013 年获铜冠神虹公司特别
贡献奖、2014 年获岗位标兵，2014
年获铜冠投资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2015 年获集团公司岗位之星等荣
誉称号。他参与的《转炉烟气余热
利用项目》获得集团公司合理化建
议二等奖、《沉降工段滤渣压滤改
进项目》获得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
议项目和技术改进成果奖……短短
几年获得如此骄人业绩，让企业每
一位员工对他刮目相看，这位年轻
的大学生叫戴正亮，是铜冠投资神
虹化工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负
责生产管理、项目管理、科技创新

与技术改进工作。
在硫化钠生产过程中，灰饼的含量

对产量有着直接的影响，行业平均值都
较低，他同技术人员一起攻坚克难，通过
多次反复实验，优化生产配料比，加强生
产工艺控制，使灰饼含量从一开始的
57%提升至现在的 65%以上，创国内同
行业最好水平。针对生产中各种设备的
能耗都与机组的转速有关，其中各种料
泵、风机最为突出，他组织部门成员对大
型泵和大型引风机进行变频改造，使电
机能够实现变频启动，引风机可以根据
生产情况进行变频调速。通过改造，全年
节电达 15 万千瓦时，创经济效益 12 万
余元，改造后相应电机的寿命增长，维护
成本进一步降低。为提高硫化钠生产转
化率，他还积极研究、做实验，通过不断
摸索，确定了芒硝与元明粉的最佳比，投
入生产实际后，使硫化钠生产转化率达

到 85%，处于硫化钠行业领先水平，有
效节省了原料消耗，提高了生产效率，增
加了企业效益。

焦炉煤气替代燃煤技术改造项目是
铜冠神虹公司重点技改项目，凝聚了全
公司所有人的心血，戴正亮也一样，他
为了这个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
技术人员和技术部门负责人，他对燃烧
工艺控制、安全设施保证、反应工艺参
数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建议，确
保了该项目顺利完成。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他认真学习、研究图纸，及时协调解
决施工难题。在炉体改造过程中，燃烧
器的安装尤为重要，他根据火焰状态、
反应特点和炉膛结构，及时修正燃烧器
的安装位置，并对炉头进行改造，不仅
使整体美观，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
项目试运行阶段，他带领技术人员加班
加点，统计生产数据，每天开会讨论，并

做相应的调整，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调
整、实验、再调整，最终得出最优生产参
数。该项目投入运行以来，效果良好，达
到预期目标，并成为行业领先水平。改
造后较燃煤工艺生产效率提高了近
20%，年节约标准煤 4500 吨，大大减少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等污染物排
放，车间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员工劳动
强度明显降低。

科技创新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源泉。
他立足于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技术素
质，刻苦钻研，锐意进取。他紧密结合企
业实际，把高新技术、节能技术与生产过
程相结合，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
率，进行科技创新。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攻
关和技术改造，他同技术人员为公司取
得了 《带有超声粉碎装置的搅拌槽》等
19项实用新型专利。

王松林 陆文武

他用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记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戴正亮

铜冠铜箔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电
子铜箔，维修车间只是作为该公司的一
个辅助部门，负责一些日常的检修，而
一些大型设备以及工具的维修都是请
外面的厂家来维修。因此，每年该公司
都要产生高额的维修费用。该公司开展
降本增效活动以来，维修车间全体员工
全力为公司打造自己的零部件维修工
场，争做公司降本增效的排头兵。

自己的辊子自己磨。该公司原有
的磨床只能对抛光辊进行打磨，对于
胶辊，公司只能送到外面进行打磨。但

是一根胶辊打磨要 200 多元加工费，而
且该公司平均每月有 200 多根胶辊需
要打磨，这就给该公司每年带来 60 多
万元的维修费用。“为什么我们不能自
己打磨胶辊呢？”这个想法萌生在负责
维修车间的孙有旺副场长的脑海中。于
是，孙有旺便开始上网查资料学习，同时
利用送辊子去别的厂家打磨的机会，向
别人学习。但这些只能学到基本操作流
程，打磨辊子的砂轮用什么材质的、砂轮
旋转的速度用多少、磨床左右行走的速
度多少等等这些具体工艺参数只能靠自

己不断的摸索。一次、两次、三次……经
过近两个月的反复实验，孙有旺和他的
同事们终于找到最适合的参数，改造出
可以自行修理胶辊的磨床。

自己的刀具自己磨。该公司分切机
的刀具需要定期送到外面厂家进行打
磨，平均每月要打磨 180 块刀具左右，
每块刀具平均打磨成本要 35 块钱。除
了打磨的成本高，打磨的周期也长，需要
买更多的刀具来周转。如此一来，不仅浪
费资金还影响生产效率，该公司打算买
一台磨刀机自行修磨刀具。但是，实际情

况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市场上没有
直接用来打磨刀具的磨刀机，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专门订做；另外，分切机的刀具
要求很高，不仅要刀具磨出镜面，还要保
证刀具在 200 倍显微镜观察下外缘没
有毛刺。这对于从来没有打磨过这样高
精度刀具的孙有旺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但他们没有退缩，迎难而
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孙有旺和他
的同事们拿下了这一技术难题。“我们
现在磨好的刀具已经达到了专业刀具厂
家的水平！”孙有旺自信地说。

据了解，今年 1 至 8 月份，维修车
间修磨胶了 1900 多根胶辊，为该公司
节约 39 万多元费用。分切刀具自行修
磨试验成功后，每年可节约 5 万元左右
的磨刀费用。

何 亮

打造自己的零部件维修工场
———铜冠铜箔公司维修车间争做降本增效排头兵侧记

本报讯 今年以来，铜山矿业公
司针对在生产过程中外来施工队伍人
员复杂、安全意识淡薄的实际,不断探
索安全管理的新方法、新途径，着力解
决在基建、生产、维修等外包工程安全
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逐
步提升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管理水平。

长期以来，该公司在选择参与工
程项目投标的外来施工队伍时，严把
外来施工队伍准入关，对外来施工队
伍的安全生产资质、专业技术人员配
置以及技术装备等保障生产安全的必
备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凡是不具备工
程项目相应施工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
的，一律不得进公司施工；签订安全生
产管理协议，界定双方权力和义务，明
确项目主体单位和施工单位各自的责
任；详细登记外来施工人员的身份信
息，并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后
方可上岗作业。

日常安全管理中，该公司还不断
完善对外来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建

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把外来施工
队伍安全管理纳入到本单位的安全考
核体系，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实行
无差别管理。持续加大对外来施工队伍
的安全监管力度，严把施工现场安全
关。该公司不定期组织生产部、机动部
和安环部及其他相关部门深入外来施
工队伍作业现场，查看现场安全措施是
否严格执行，安全工器具的使用情况，
施工机械的安全状况等，做好安全服
务、检查和监督检查等工作，并对发现
的薄弱环节、现场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及时制止。针对检
查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安全问题，该公司
还及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有针对性
地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指导并帮助外来
施工人员识别安全的重点、难点和危险
点，提升外来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技能
和安全意识，确保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管
理处于“可控、能控、在控”的良好态
势。

江 君 张 霞

铜山矿业公司加强外来施工队伍安全管理

本报讯 10 月 21 日，星期五下
午，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矿产资源
中心保卫部门正在进行“四防”安全
巡查。“重点、要害部位是否安装了
‘三铁一器’”、“ 外来人员及车辆进
出是否严格登记”、“出租房、门面房
的防火设备是否完好”……这些都是
他们的检查内容。“走的时候记得把
门窗关好”、“办公设备要断电”……
在每个办公室检查完后他们总要嘱咐
一声。

今年以来，该中心以创建“平安
单位”为重点，全面贯彻落实综治工
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抓综治基础建
设，强化内部安全防范和治安管理，积
极维护企业内部治安秩序和稳定，这
样的 “四防”安全检查已成常态。除
了节假日前保卫部门的巡查，该中心
还要求各部门及基层单位每月进行自
查，对查处的隐患，及时整改落实。

要想平安，基础建设是第一步。今
年 7 月，该中心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及
时调整了综治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
接抓、责任部门具体抓、成员部门协同
抓的管理机制，“齐抓共管、职责明
晰”成为该中心综治网络体系致力追
求的目标。同时，将综治维稳工作纳入
到年度工作计划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六大工程”考核体系，实行“一票否
决”制，一旦有因渎职、失职造成的重
大损失或工作考核不达标，不仅取消
其评先资格，相关责任人和单位负责
人还要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内部的平安稳定，是生产
经营顺利进行的防护网。在内保工作
上，我们着力构建‘三位一体’防范体
系。”该中心保卫负责人介绍说。人防
有了，那么物防和技防呢？在该中心基
地，记者看到所有的办公室都安装了

防盗门窗，新建的红外探头和视频监
控系统也已经成形，外来人员、车辆都
必须登记后持接待证进出……

而在该中心的各个野外施工点，这
样各自分散又共成一体的防控体系也
在正常运转着。夜间查岗、巡逻制度，
提高了野外物资材料的安全性，有效
避免了盗窃案件的发生；治安综合治
理治保小组、义务消防小组，各司其
职，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消灭危险苗
头；严格外用人员管理，与用工单位、
承包责任人签订治安管理责任书，把
好用人第一关口。

多年来，该中心在内保工作上重
人防、固物防、强技防，以保卫部门为
点带动治保消防等组织之面，以中心
基地为点带动野外驻地之面，以专项
检查为点带动常态工作之面，多措并
举筑牢企业发展防护网。

萨百灵 蒋健

矿产资源中心筑牢企业发展“防护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职工岗位
安全意识，提高岗位突发事故安全应
急处置技能水平，日前，中科铜都公司
金利银粉厂组织开展了硝酸银氧化釜
突发事故应急知识培训，来自该工序
的全体员工参加了培训学习。

该厂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以集团公司开展的“安全生产，
意识先行”活动为契机，加大安全隐
患排查力度，根据生产工艺流程，梳理
排查安全隐患点。针对硝酸银生产中
反应釜添加硝酸时存在可能溢釜问
题，该厂除完善安全配套硬件设施外，
及时编制了《硝酸银氧化釜突发事故
专项应急预案》，明确事故风险分析、
应急组织体系、处置程序、应急响应和
应急措施等，并聘请教师，开展专项学
习培训，组织培训考核考试，确保岗位
职工熟悉岗位突发事故应急程序、应
急措施，掌握安全防护装备使用佩戴，
做到培训内容入脑、入心，切实提高突
发事故处置能力，确保安全生产。

仲萱

中科铜都公司金利银粉厂
开展安全应急知识培训

本报讯 根据“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安排，日前，金昌冶炼厂举办了一
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竞赛。该
厂近百名职工集中观看了知识竞赛。

来自该厂基层各党支部的七支代
表队参加了竞赛角逐。竞赛分必答题、
抢答题、共答题、风险题四个环节，中
间穿插观众互动答题环节。在必答题
环节各队选手对答如流，基本不失分。
抢答环节不仅考验选手们对党章党规
等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要考验各
队的反应能力，为比赛增添了趣味性。
共答题环节采用亮题板形式，由各代
表队统一作答，本环节各代表队都拿
到了满分。风险题环节设 20 分、30
分、50 分三个档次，各代表队纷纷都
选择 50 分的高难度风险题作答，选
手的挑战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为增添竞赛的互动效果，让更多
的党员接受教育，竞赛过程穿插观众
互动答题环节，答对一题即获得一份
精美的奖品。现场观众踊跃答题，气氛
非常活跃。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该厂熔炼
车间党支部代表队获得本次竞赛的一
等奖。通过生动趣味的竞赛形式，让广
大党员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党章、党规，
接受普及教育，这是该厂举办这次竞
赛的目的。通过本次竞赛，进一步检验
了该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效果。

齐宏明

金昌冶炼厂举办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竞赛

原铜陵有色职工总医院行政
科副科长王治忠同志，因病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 1 时 30 分在
铜陵逝世，享年 89 岁。

王治忠，男，汉族，辽宁省兴
城县南关村人。 1945 年 7 月参
军至 1948 年先后担任东北野战
军辽沈战区三十旅六十六团班
长、副排长、副连长，1948 年 5 月
至 1949 年 11 月担任东北野战军
辽沈河北战区十九军分区连长；
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4 月担
任东北空军公主岭区机场场务队
队长，1952 年 5 月至 1956 年 12
月担任东北锦西 105 勘探总队安
装 队 副队 长 ，1957 年 1 月 至
1971 年 4 月担任安徽铜陵 812
地质队行政科主办科员，1971 年
5 月至 1979 年 5 月担任铜陵有
色职工总医院后勤组副组长，

1979 年 6月至 1986 年 12 月担任铜
陵有色职工总医院行政科副科长。
1986 年 12月离休。

王治忠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积极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坚定。
他为人正直、诚恳、遵纪守法、团结同
志，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
较个人得失。他为铜陵市的建设发展
和有色职工总医院医疗卫生事业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离休后仍关
心医院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同志们的
尊敬和爱戴。王治忠同志的病逝，使
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王治忠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
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 8 时 20 分在
铜陵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市立医院
2016 年 10月 25日

王治忠同志逝世

铜陵有色铜山矿业公司离休干
部陈玉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 13 时 25 分在
铜陵市市立医院逝世，享年 86岁。

陈玉停同志系安徽宿县人，1931
年 12 月出生，1948 年 10 月参加革
命工作，195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生前历任宿县独立团三连副班
长、安徽省军区司令部警卫员、航空
第六预科总队学员、分队长，航空第
八航校学员，空军第十五师四十三团
一大队机械员，沈阳军区指挥部工
兵，沈阳军区预备役军官学校学员。
1956年 9月退伍返乡，同年 11月来
铜陵市铜官山矿务局设备科参加工

作，1957 年 7 月至 1980 年 10 月先
后在铜山铜矿选矿车间、供应科任材
料员，1984年 10月离休。

陈玉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奋斗的一生，在几十年的革命生
涯中，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工作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具有高度的革
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为中国人民
解放事业、集团公司和矿业公司的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玉停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已
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 9 时 40 分
在市殡仪馆举行。

铜陵有色铜山矿业公司
2016 年 10月 26日

陈玉停同志逝世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日前正接受铜陵市专家组对清洁生产的审核。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
生产促进法》，提高金神耐磨公司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污染防治的总体水平，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标。金神
公司在企业内部开展首轮清洁生产审核，并于 10 月 19 日顺利通过铜陵市经济信息发展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小组审核评
估验收。 王红平 徐金鑫 摄

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金神耐磨公司不断提升工作效率，近日该公司挤
出资金购置了 8 台新型锯锻机，并已投入安装使用，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后劲。图为该
公司员工10月 21日在新型锯锻机工作。 江 君 王常志 摄

近日，铜冠电工公司组织职工开展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来自基层 4 个
单位的 12 名选手参加了知识抢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后漆包线分厂获得安全
知识竞赛第一名，芜湖公司、机关党支部、磷铜分厂分别获得二、三等奖。

芦广胜 摄

本报讯 10 月 25 日下午，金冠
铜业分公司在中层管理人员廉洁从业
教育培训会上，组织 57 名职工观看
了警示教育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以
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时刻保
持政治上的清醒。

该公司组织观看的警示教育专题
片为《永远在路上》的第一集《人心
向背》。该片中，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
培、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四川省委
原副书记李春城，三个落马省部级高

官同时出镜，现身说法，还原心路历
程，表达深切的忏悔，同时也透露出不
少贪腐细节。专题片以“零容忍”态度
正风肃纪、惩治贪腐为主题线索，契合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为广大
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据了解，该公司将收看专题片
《永远在路上》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与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结
合，精心部署，周密安排。影片结束后，
该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习庆谈了

自己的观后感：“影片中的典型案例
值得我们为镜、为戒、为鉴、为训，我们
要自觉把讲政治、对党绝对忠诚放在
首位，要始终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
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不越底线、不踩红
线、不碰高压线。要通过对企业的努力
奉献，实现人企共同成长，在金冠铜业
的长远发展中实现人身安全、职业安
全双丰收。”

陈潇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廉洁从业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