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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 15 时 30 分，沉睡了
长达 7 个小时之久的铜冠铜材分公
司一台 10 吨吊钩行车，一台 3 吨吊
钩行车，一南一北，缓缓地启动起来，
黑色的吊钩下，稳稳地起吊着一捆捆
晶莹透亮的铜材，欢快地穿梭在机器
林立的厂房上空，这标志着铜冠铜材
分公司两台行车应急抢修完美收官。

当日 8 时整，工程技术分公司金
冠项目部带班人员接到了铜冠铜材分
公司生产部电话告急，两台行车出现
故障停车，整条生产线也随之停了下
来，必须立即抢修。此时的金冠项目部
恰逢公司行车维修培训取证，主要技
术人员都已外出培训取证，家里仅剩
一名仪表工，抢修力量明显不够。带班
人员放下电话，换上工作服骑上单车，
同仅有的一名仪表工，冒雨来到故障

现场，他们同业主一起确认了抢修工作
量后，即刻汇报了项目部经理。项目部经
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该公
司金昌项目部支援精干检修人员，参加
应急抢修。10时 30分，刚刚完成自身检
修任务的金昌项目部仇恒红、高殿君、郭
庆铜等 3 名技术骨干，还未来得及喝上
一口水，休息一会儿，就接到了支援抢修
的指令。他们毫无怨言，迅速带上检修工
器具，乘坐皮卡车，风尘仆仆地赶往应急
抢修施工现场，同金冠项目部仅有的一
名检修人员汇合，加入到应急抢修两台
行车故障抢修施工作业行列之中。

在 3 吨葫芦吊车抢修现场，四名师
傅轮流爬上架空 6 米的检修作业平台
上，一名师傅打开接线盒，另一名师傅打
开小车控制箱，只见师傅们分别用电流
表、摇表等检测工具，按部就班地仔细检

测电机电流的大小，检测高值电阻和绝
缘电阻的数值。随后，凭着多年检修故
障经验判断的积累，仇师傅他们准确
地判断出故障的原因系起吊电机因长
期工作疲劳，致使电机损坏，导致
2501/36V 控制接触器随之烧毁，最终
吊钩上、下不工作，必须立刻更换已坏
的接触器和电机。原因找到后，师傅们
便迅速通知现场监管的业主人员，准
备备品备件，并马不停蹄地将已损坏
的 2501/36V 接触器，起吊电机一一
拆除，用手拉葫芦将电机稳稳地放入地
面。

仅能容纳下 3 名人员的检修平台
上，师傅们紧张而又麻利地工作着，汗水
随着师傅们的额头慢慢地渗出，可他们
全然不顾，依然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检修
工具。此时四名检修师傅们的心里只有

一个念头：那就是快点、快点，再快点，绝
不能因我们的原因再次延长停车时间。
与此同时，厂房北边的 10 吨吊钩行车
大车铜母排线尾部拉紧装置更换工作也
接近尾声，夏师傅同金昌项目部支援人
员高师傅一道，借着“一字梯”，一步一
步地登上 6 米之高的行车大车母线铜
排，系好安全带后，熟练地用手拉锯弓，
将烧坏的铜排母线平整地切割下来，再
用绵纱布将裸露的端口反复擦拭干净
后，用加长螺杆穿过母线夹板，将扁平的
铜母线牢牢地夹住、拉紧。

15时 30分，两台行车应急抢修施
工作业圆满结束，并一次试车成功，验收
合格。该公司又一次谱写了生产维修资
源整合以来，同心协力共保业主生产设
备稳定运行的协作曲。

戴 龙

同心共谱协作曲
———铜冠铜材分公司两台行车应急抢修纪实

本报讯 鉴于目前车间职工安全
学习时间与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生产
需要和职工需求，为提高学习效果，达
到培训提升的目的，日前，金昌冶炼厂
熔炼车间在经过广泛调研、征询意见
的前提下，对现有的安全学习模式和
内容进行了调整。

首先，根据生产需要和职工诉求，
重新调整学习时间和学习次数。由原
来的每周一集中组织职工安全学习，
现改为每个工段每月集中组织安全
学习两次，车间安环员参加。每个职
工全月必须无条件地选择参加一次
工段集中组织的安全学习。其次，根
据生产实际和学习效果，重新调整
学习内容和培训模式。改变单人组
织学习为多人集体培训授课，由车

间、工段联动共同培训。各工段授课
时，内容贴近本工段生产、设备和操
作。要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讲解设备操
作、事故防范、隐患整改、职业健康和
安环管理。车间负责厂安环例会精神
传达、“三违”查处，职业健康、安环通
报以及车间、厂部和公司近期对安环
工作的要求、部署和文件精神，并通过
学习，广泛征求工段、职工对车间安环
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该车间希望通过此次安全学习模式
和内容的调整，将安全学习真正融入到
每个职工的心中，通过灵活多变的学习
模式，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让职工重
视安全学习，确保全车间职工安全学习
全覆盖。

吴金秀

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完善职工安全学习制度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注重
加强生产大干中的降本增效管理工
作，在制定实施生产大干计划过程中，
同步抓好修旧利废、小件加工等各项
节支降耗活动，力求生产大干超产不
超支。

围绕生产大干，不遗余力降低生
产消耗。自 7 月份以来，充填区在合
理组织好现有采场充填施工的同时，
加大 52-11、58-7 等与三步骤采矿
衔接相关联的采场充填进度。随着充
填施工量的增大，材料消耗也势必会
随之提高，为有效遏制这一“水涨船
高”的不利因素，区里根据新增加采
场充填施工步骤和生产节奏，一方面
合理布置管道线路走向，避免相邻采
场重复性安装管道的浪费现象；另一
方面做好井下充填支管回收再利用和
管道接头回收、修复工作，尽量使新投
入充填采场少用新管道。在生产大干
过程中所回收修复的 20 只不锈钢闸
阀和 30 多副管卡均，也已重新投入

到生产使用当中。另外，积极开展管道刷
漆防腐工作，除上半年完成负 670 米、
负 730 米中段充填主管道除锈刷漆防
范工作，三季度完成负 390 米中段
1000 多米充填主管道刷漆防腐，不仅有
效延长了管道使用寿命，也为安全生产
提供了重要保障，更起到了很好的降本
增效的节约效果。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结
合实际开展“发挥党员作用，降本增效
作贡献”专题讨论活动。全区党员围绕
如何立足本职岗位，以身作则，带头做好
降本增效工作这一议题, 认真撰写发言
提纲，并且逐一在党员学习讨论会上发
言，全区党员在降本增效活动中的身体
力行，带动和影响每位职工养成例行节
约的良好习惯，从节约一度电、一张纸、
一滴水等平时的小事做起，形成“人人
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气。

今年三季度，全区完成充填量
417543 立方米，超计划 122.8%，三季度
节约生产费用 7 万余元。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生产大干超产不超支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财务部经过周密安排，对两矿合并后
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开展企业清理核
实债权工作，盘活存量资产，管好用好
资金，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
展。

为了做好清理核实债权工作，该
公司成立了债权清查小组，财务部全
员参与，各核算单位积极配合。核算

工作于 9 月初开始，清查过程中债权
清查小组积极与业务经办人、债务人
多次进行沟通，并要求债务人对所欠
款进行认可。对金额较大的债权，按时
间的发生和业务的内容进行逐笔审定
核对，并对经过审核认定的债权进行
了评估。

经过近一个月加班加点工作，清
查小组完成了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

发生的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预付账款以及职工备用金等核查认
定工作，明确了与债负人的债权金额，尤
其是三年以上的债权，有效地防止坏账
的产生，对未及时核销的债权债务进行
了核销，对预付账款进行了清理，保证了
债权的真实、安全，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
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朱 艳 王卫国

天马山矿业公司完成债权清理工作

10 月 26 日约 9 时 40 分，工程
技术分公司金昌项目部电气二班副班
长孔晔与另两名师傅分别处理完两起
设备故障，刚回到班组休息室就又接
到金昌冶炼厂硫酸车间老电除雾配电
室一配电柜到室外一现场配电控制箱
电源电缆烧坏的消息，他们立即赶到
现场，配电室里故障配电柜总电源已
被及时发现电缆烧坏冒烟的生产工断
开。经细致检查确认: 电源电缆因老
化绝缘受损烧坏，配电室故障配电柜
总电源一相保险已熔断，室外配电控
制箱里接触器主触点烧坏一相，由该
配电控制箱控制的室外污酸 4 号坑

卧式泵 15 千瓦电动机因电源缺相损
坏。设备故障就是命令，抢修工作迅速
展开。

淅沥沥的秋雨时大时小下个不
停，3 名维修工冒雨用板车把电缆、电
动机、梯子、液压拉马等设备备件、材
料和抢修工器具拉到现场。抢修第一
步，架起梯子，拆除损坏的旧电缆，沿
室内外电缆桥架敷设新电缆，并更换
配电室故障配电柜保险元件；电缆不
长，约 20 多米，线径也不大，很快，电
缆更换、保险元件更换工作完成，送电
恢复该配电柜供电。

这时，3 位师傅的工作服也已被
雨水淋湿，没有停顿，抢修按步骤进
行，第二步是更换损坏的电动机和现
场配电控制箱里接触器，3 人分头行
动，一人更换现场配电控制箱接触器，
两人更换电动机。更换电动机费力些，

旧电机电源线拆下，电动机地脚固定螺
丝拆卸，电动机与生产泵脱离后，两位师
傅脚踏雨水，合力用铁棍把 120 公斤重
的旧电动机从电机基座上抬到 3米外的
空地上，再用液压拉马把电机上联轴器
拉下，脱下湿漉漉的手套，抡起大锤再把
联轴器装到待更换的新电动机上，又和
一名钳工相互配合，将新电动机抬到电
机基座上，对中找平，与生产泵连接，紧
固地脚螺丝；紧接着，撑起一把雨伞，打
开电动机接线盒盒盖，遮挡住雨水接电
机线，盖上电动机防护罩。完成后，现场
配电控制箱里接触器也更换、接线结束，
送电试车，一切正常，室外污酸 4 号坑
卧式泵重新恢复工作。回到班组休息室，
已是 12 时 30 分，还没吃上午饭，设备
报修电话又再次响起，副班长孔晔又带
上工具再次出门冲入雨中……

嵇家保

雨中抢修

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党委对“党课”方式积极探索创新，通
过在 13 个党（总）支部中活用教育
形式“微党课”，增强“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实效。

“作为一名党员，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不忘初心’。在工作中，有些同
志因为任务多了、责任大了、收入降
了，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和工作热情，那
么我们的工作还要不要做？谁来做？
我们干了重活，说明我们得到了组织
和同志们的信任，得到良好的锻炼机
会，能够快速成长进步；收入降了，说
明我们工作还不能适应新形式变化，
还要开动脑筋，在挖潜增效、强化管理

上多下功夫，如果过于计较个人得失，
我们的矿业公司怎么发展？”这是生
产质计党支部党员杨积信在 “微党
课”中的一段发言。与传统党课相比，
“微党课”不再是党支部书记“唱独
角戏”，而是每名党员都参与其中，人
人当教员，人人也当学员。按照“一个
主题一个主讲人”的形式，党员们结
合自己的学习思考，从本单位、本岗位
实际出发，将员工群众的心声、身边的
故事、典型案例等整合成 1000 至
2000 字的“微故事”，通过“短、精、
快、实”的授课方式，让身边的人讲身
边的事、说身边的理，以小见大，由浅
入深，开动脑筋，整合资源，使“大块

头”的党课变为“短小精悍”的宣讲。
“微党课”以小载体烘托大主题，以

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创新和提升了传统
党课的内涵，开辟了党员接受教育的新
途径。据了解，该公司所有党支部目前均
已开展了党员讲“微党课”活动，并在党
员讲“微党课”的基础上，各基层党支部
还推出“课后讨论交流”、“分组辩论”、
“党员点评”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微党
课”的效果，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抓
实抓牢。近期，该公司将组织评审组对各
党支部报送的“微党课”进行评比，评比
结果优秀的将推荐参加集团公司“微党
课”的宣讲和评比。

朱 艳

天马山矿业公司“微党课”增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效

本报讯 为帮助新员工尽快融
入企业，尽快成长成熟，成为不同岗
位的业务骨干，近日，技术中心团委
在为 2016 年新入职的三名大学生
签订为期三年的“导师带徒”协议
之前，进一步细化了“导师带徒”活
动机制，结合实际修订了《技术中
心导师带徒活动实施办法 （暂
行）》。

新办法对技术岗位的考核以对
应的岗位工作标准为主，考核是否
达到工作标准相对应的检查考核细
则要求，并要求徒弟定期结合本专
业实际撰写跟学心得；对操作岗位
的考核除在技术比武中进行外，要
求能够顺利通过必要的职业技能等
级鉴定。同时，在原“导师带徒”机
制的基础上，完善了基层评价制度，
增加了用人部门和团委根据技术岗
位徒弟平时参与的项目和工作结果
进行年度评估，操作岗位徒弟在年
度技术比武中进行实践考核。为了
保证考核的严肃性，中心团委增加
了奖惩措施，对考核合格的师徒进
行津贴奖励，并对协议期间评为先
进个人或比武前三名的给予一次性
奖励。对考核不合格延长培养期的
不予享受津贴待遇。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努力、
主动学习，虚心向导师及其他前辈
请教，提升自我能力。”新员工艾自
华表示。王光跃，是此次导师带徒活
动最年轻的师父,工作 8 年的他也
是中心导师带徒活动的受益者。
“我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慢慢成长起
来，深切感受到导师带徒活动不仅
仅是建立了一种教学关系，更多的
是搭建了一个小的专业技术平台，
大家可以借此平台，共同钻研专业
知识、相互促进工作能力。这次担任
新员工的导师既是领导对自己的信
任，更是一份责任。我将毫无保留地
教授徒弟相关专业知识，严格要求
自己，也严格要求徒弟。”他如是
说。他将自己刚工作时候的经历分
享给了三位徒弟：“多学习，遇到问
题，在力求自身解决的同时，要虚心
向师傅和前辈请教、向周围的同事
学习，在遇到比较棘手的难题及疑
问时，向单位领导请求指导，这样才
能迅速了解和掌握设计科研工作的
流程和内容以及相关的规范、规程、
标准。工作中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注重服务意识
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多站在业主的
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总之要不怕
吃苦，不怕困难，肯下苦功学习，注
重在实际工作中的总结，这样才能
迅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
干。”

导师带徒结对子，薪火相传促
成长。为提高导师带徒培养质量，进
一步发挥技术骨干人才 “传、帮、
带”作用，该中心团委抓好四个环
节,力促活动取得实效。一是严格导
师入选条件，师傅须有三年以上相
对应的专业工作经验，在带徒期
间要制定相应的带徒计划，帮助
学员早日进入角色，尽快适应自
己的岗位；二是师徒签订培养协
议，明确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及
计划安排; 三是教学培养，师徒
双方有目标、有计划地实施教
学，以现场指导为主，专业技术
辅导与综合教育为辅，并通过自
学、现场交流、师徒间相互取经
等形式，提高徒弟职业道德和管
理技术水平; 四是考评奖励，建
立“导师带徒”活动奖励和约束
机制，每季度定期分析考核导师
带徒情况，及时解决问题，总结
经验。

张 蓓

技术中心以“导师带徒”
为抓手推动青年人才培养

金昌冶炼厂熔炼车间转炉班职工日前正在拆炉口。为加强转炉日常维护工作，熔炼车间十分注重维护好炉衬和炉口，
在强化转炉平稳操作，保持正常炉温，减少炉衬的化学腐蚀的同时，狠抓打炉口重要环节，安排专人指挥，杜绝人为损坏炉
口砖衬，并及时搪好黄泥，保证下炉口的平整，全力确保转炉正常运转。 王红平 齐宏明 摄

稀贵金属分公司不断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经常组织开展各类职工喜闻乐见的
文体活动，吸引众多职工热情参与，起到了愉悦职工身心、增强企业凝聚力的良好
作用。图为该公司工会日前开展的有奖猜谜活动。 章 庆 摄

日前，金昌冶炼厂组织科级行政管理人员、各党支部党小组长、党员、高风险
岗位人员集中参观了铜陵市党史展和沈浩纪念馆。通过参观活动，进一步丰富了
党员党史知识，强化了党员的党性教育。 齐宏明 摄

为切实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增进员工之间的相互交流，培养锻炼团队精神和
协作意识，将“爱厂如爱家，爱岗如爱 TA”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日前，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工会组织月度“星级员工”和 “我爱我厂、我爱我岗” 优秀
宣言获得者共 40 余名员工，赴无锡太湖拓展培训基地开展了“勇于拼搏，甘于奉
献，凝聚团队力量，发扬联合铜业人精神”体验式户外拓展培训活动。

杨学文 宋腊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