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将“四讲四有”这把合格党
员的标尺用好？如何使全体党员向标
尺看齐？如何把“四讲四有”与矿山
实情相结合，锻造出一支优秀的党员
队伍？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党支部在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中给出了答
案。

采矿工区承担着冬瓜山矿段的
凿岩和采出矿工作，今年采出矿量
290 万吨。该党支部现有员工 236
人，党员人数 65 名，其中 80%在生产
一线。他们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和大干四季度中积极争做学习之星、
安全之星、岗位之星、降本之星与和
谐之星，为全矿第四季度完成 1 万吨
铜料，全年完成 3.4 万吨铜料的目标
而努力。

争做“学习之星”

讲政治、有信念是对党员的基
本要求。该党支部为了让全体党员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建立了“井口党
建学校”和“地表党建长廊”，把党
章、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
党内法规和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放到
两块学习教育阵地上。同时，借助
“讲台 10 分钟”、“班前讲党课”、
“劳模宣讲团”等平台，发掘学习榜
样，评选学习之星，让“星”“星”

之火在矿山燎原。

争做“安全之星”

讲规矩、有纪律是对党员党性的
重要考验。无上荣光的共产党员，也
是普普通通的矿工，在矿山“安全”是
矿工最大的福利。该党支部要求党员
处处模范地遵守安全规章，严格执行
好安全制度，时刻当好除隐患、查违章
的楷模。共产党员夏肇江把途经的公
共巷道安全当成自己的“责任田”，发
现顶帮板隐患主动处理，是当之无愧
的“安全之星”。

争做“岗位之星”

讲奉献、有作为是党员必须履行
的重要义务。四季度，铜料任务要想
单季突破万吨大关，党员必须发挥
“岗位之星”的作用。集团公司首位
“岗位之星”蔡顺利，在出矿班组的管
理上，做到安全管理常态化、出矿管理
高效化、成本管理节约化、设备管理精
细化、5S 管理标准化。曾经获得三次
矿标兵、无轨维修“土专家”周卫忠，
处理设备故障不过夜，时常深夜从市
区赶到井下为设备“急诊”。

争做“降本之星”

讲奉献、有作为要善于做小事，

时刻不忘肩上扛着的那份沉甸甸的
责任和信任，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今年全矿降本增效任务 4000
万元，采矿工区的降本目标是 146
万元，全体党员都树立起节约一滴
油、一颗螺丝的降本意识，从手头
上的小事做起。服务班党员刘晓平
带领身边员工回收废钎头、旧钎
杆、坏油管，重新加工再利用，今年
已创效 30 多万元。

争做“和谐之星”

讲道德、有品行是党员的重要标
准。该党支部特别关注党员在八小
时以外的生活，以党员为主体组织
开展 “四点半” 健身课堂，从事徒
步、游泳、篮球、足球等户外运动和
球类运动，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和
谐氛围。同时，党员中也涌现了一批
“好员工”，继有色行业劳模洪健康
当选“铜陵好人”后，今年集团公司
劳模陈利兵也当选 “铜陵好人”、
“中国好人”。 该党支部表示将加
大对这些“好员工”、“好人”的宣
传力度，以他们为榜样带领普通党
员和员工上好道德修养这一人生必
修课，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模范践行者。

李志勇

争做“五星”党员 让“两学一做”落地生根
———记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党支部开展争做“五星”活动

10月末的一天上午，天马山矿业公
司经理葛清海带班下井，按常规对各个
生产作业面进行检查。当他来到副 175
米南 1号出矿电耙道时，出矿工正操纵
着刹把熟练地耙着矿。陪同的值班助理
老郑，看着有些灰尘弥漫的现场，拉了一
下葛清海，示意他赶紧离开。葛清海甩开
了老郑的手，用矿灯晃动要求电耙工停
机。“耙矿为什么不带水作业，顶帮板有
没有清找？”葛清海一连串的责问抛向随
行的工区区长。

未等区长解释完，葛清海已爬上装
车平台，沿着电耙道仔细检查着顶帮安
全和喇叭口卡矿情况。一圈走完，正待离
开的他，还是不放心地将矿灯扫向装车
台口上方的顶板。突然，约 2.5 米高的顶
板上一条细小的裂缝映入他的眼帘，他
立即命令区长拿来钎杆进行处理。“哗
啦”一声响，一块 50 厘米见方的浮矸石
应声而落，在场人员个个惊出了一身冷
汗。“好悬呀！要是没有发现，冒落伤人，
后果不堪设想！”老郑唏嘘道。

“我们每天都在说安全、强调安全，
而实际工作中你们是不是在真正落实。
每一个细小的隐患不及时发现处理，都
可能酿成大伤害！”葛清海语重心长的
话语，让大家在自责中陷入深深的反
思。 张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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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10 月初，销售收入实现 1.1
亿元，产品超过 3.1 万吨，今年剩余不
到 20%的时间里，正在冲刺全年总目
标———这是 10 月 25 日，记者在金神
耐磨公司了解到的大概情况。然而，
就是这样一家正在做大做强征途上
奋勇前行的企业，内部管理上却处处
挖潜、点点增效。

当天 14 时 15 分，在铜陵经济开
发区金神耐磨公司的新厂房里，38 岁
的李师傅站在两个月前新购置的电
动锯带前。两根数米长的钢棒被他夹
在锯床上，拿着钢尺量着钢棒上 80
公分处按下电锯，在水的冲刷下，

两根钢棒同时被电锯“吃”住齐齐锯
下……如此反复。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里，6 段制造钢球的钢棒被齐刷刷地锯
下来。“好用呢！”李师傅指着电锯说：
“今年 8 月份，公司花钱购买的锯子，以
往都是别的厂家锯好了提供给我们，一
吨钢棒加工费要 80元。我们一个月能加
工两千吨钢棒，就得付出去 16万元。这
几台电锯成本才多少钱啊？算了一下，最
多 6 个月就能收回成本。”随后记者核
实，该公司相关技术人员测算后告知，最
多 5个月就能收回几台电锯成本。

“电老虎”是金神耐磨公司重要成
本之一。企业发展了、壮大了，同时也就

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今年初，该
公司党政领导和几个电气专业大学生员
工合计这事。几个月来，该公司采用了
完全自主创新的一套办法节电。“斜坡
原理，听过吧？电压不稳定的时候，我们
用这原理收集好，也就是功率因素补偿。
这相当于家里日光灯的稳压器。”该公
司员工小汪掰着手指头：“实行有 6 个
多月了，原来生产一吨钢球要用电 360
千瓦时，现在基本维持在 350 千瓦时。
一吨钢球省了 10 千瓦时，一个月两千
吨球，多少？两万千瓦时啊！我们工业高
峰时电价 1 元，低谷（电）也要 4 角 6
分吧，一个月就省个十几万元。”

“自己动手锯钢棒，在这样规模的
企业里，是我们员工创新的一大亮点。”
金神耐磨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常志介绍，
想起来用“稳压器”原理省下那么多电
耗，是企业技术人员创新的亮点。随后
记者被他拉到一大排厂房的屋檐下———

这是金神耐磨公司锻造车间的后屋

檐。15米长的接水管，一排 5 根，粗大的
管子齐整整排列开来，垂挂直至附近的
深水池。“每一次，每一天的雨水，就是
这样被我们屋面上的接水管全部收集起
来。两个蓄水池，一个 600 多立方米，一
个 100 多立方米。一吨水（一立方米），
买来的话要两元多钱吧，你算算……”

“挖潜也好，增效也好，都是在做大
做强的路上强筋壮骨，夯实根基的体
现。”金神耐磨公司经理王文庆如此诠
释：企业，守是守不住的，要靠创新。无论
是价格优势、质量优势、服务意识，到自
动化水平的提升、参与市场竞争的力度，
还是强化内部管理上挖潜增效的意识，
都要靠创、靠做，把企业的亮点一个个串
起来，就亮成一片。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王常志

把亮点串起来亮成一片
———金神耐磨公司开展挖潜增效活动小记 本报讯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

厂为加快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知名
度，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拓展产品销
售渠道，正在积极准备锌锭注册工作。

电解锌车间作为锌锭生产的重要
生产工序，全车间上下强化质量管理，
严格落实生产责任制，采取“上下联
动控意识，技术依托强举措，严防重处
抓质量”管理模式，锌锭注册准备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该车间通过着力提升班组长质量
管理水平和员工质量管理素质，制定了
锌锭注册标准、工作要求和实施进度，
自我加压，自我问询，让全员绷紧质量
管理“发条”。“要把质量管理等同于
安全环保工作，不让一块不符合标准的
锌锭流出生产线 ；宁可降低产量，也不
能不要质量。”电解锌车间主任唐贻发
说。为执行标的为 GB/T470--2008
牌号锌锭，该车间先后制定了《锌锭飞
边毛刺处理方法》、《锌锭除铁细则要
求》、《锌锭取样标准及处罚》等制度，
同时加强对全员进行制度的宣贯、学
习、培训工作，营造出全员质量管理的
良好工作氛围。

以熔铸锌锭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
改造为依托，持续给锌锭外观 “美
容”。该车间在保证锌锭产品合格率

100%的基础上，确保每块锌锭出厂时无
毛刺、溶洞、缩孔、夹层、浮渣等影响产品
外观质量现象发生。自今年 3 月份以
来，先后对浇铸线重要部件石墨舀勺进
行技术改造，将以前的双舀勺操作改为
单舀勺操作，有效地减少了飞边毛刺的
产生。针对舀勺减速机齿轮咬合不均，会
造成的锌锭单块重量不均匀的问题，采
取及时更换措施，确保每块锌锭重量均
衡。为改善锌锭冷却效果，避免出现“缩
孔” 和冷却不及时有锌液流出的现象，
通过对锌锭冷却装置进行改造，将以前
的直接冷却方式改为喷雾冷却方式。锌
锭浇铸过程中，加强浮渣剔除及监督管
理工作，有效地避免了锌锭表面有浮渣
的现象。

加强合格锌锭入库把关的管理力
度。严格执行锌锭单重 22千克，正负不
超 1 千克；每捆净重 1000 千克，正负不
超 50 千克的标准，杜绝每一块、每一捆
不符合重量要求的锌锭流入成品区。通
过管理力度的加强，锌锭不合格率呈现
逐月下降趋势。对各生产班组质量管理
工作的执行情况纳入月度绩效考核，对
质量管理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的不良现象从重从严处罚，使员工质
量管理意识得到显著提高。

王松林 张 军

为锌锭注册准备工作绷紧“发条”
铜冠池州公司九华冶炼厂

本报讯 月山矿业公司根据冬季防
火和矿山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在“119”
消防宣传日即将到之际，坚持从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加强消防培训、营造多方位宣
传平台等方面着手，坚决遏制火灾事故发
生，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火灾
隐患。对防火重点单位的消防水源完好
情况、消防通道是否畅通门卫值班值守
情况等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并对灭火器、
消防泵、消防箱等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
情况加强日常性的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和管理，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做
到不漏过一个单位和场所，不放过一个
火灾隐患，逐一排查，不留死角。

加强消防培训，提升职工自防自救
的处置能力。该公司结合冬季火灾特点，
从严从实际出发，制定完善灭火救援预
案，组织有关单位员工开展了三次灭火
实战演练。通过演练，不仅普及了消防安
全知识，还提高了广大员工消防安全意
识，增强了应变处置能力。

营造多方位宣传平台。开展多样化
宣传，围绕“119”消防宣传日为主题，
利用黑板报、显示屏和内网等宣传途径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消防安全宣传
教肓活动，营造消防安全氛围，普及消防
知识，为矿山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孙家荣

月山矿业公司扎实推进
冬季消防安全工作

日前，凤凰山矿业公司举办了一场“安全环保职业卫生”知识竞赛。本次竞赛
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应急救援、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工伤预防等安全
生产基本常识与生活常识等多个方面，全方位考察参赛队员对安全生产知识的了
解和掌握。经过角逐机运车间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 段 青 摄

8年前，铜冠冶化分公司第一期
40万吨硫酸才刚刚点火试生产，现如
今已发展成为年产 80 万吨硫酸、120
万吨铁球团的冶化企业。这 8年他由
一名青涩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技术型
管理者，他就是是铜冠冶化分公司生
产运营部兼工程项目部副部长李正
贤。

选择有色 无悔青春

当初，还没毕业的李正贤，就有不
少用人单位向他抛出橄榄枝，不是用
优厚的待遇就是用优越的工作环境来
吸引他。可李正贤却毫不犹豫地选择
回到了家乡铜陵，因为这里有他深爱
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他成为铜冠冶
化分公司第一批大学生。

在硫酸车间实习期间，李正贤把
自己当成普通的生产员工，每天蹲守
在生产一线，边看边琢磨，用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详细地记录设备运行参数。
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像小学生一
样，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直到完全搞
懂弄通。尤其是遇到生产难题，他顾不
上休息，查图纸、看资料、算数据、排查
设备运行情况……经过作业现场一年
多的摸爬滚打，他理论水平提高了，不
断积累的生产经验也有了。2009 年，
在公司开展的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
中，李正贤结合自己所学专业，对优化
硫酸生产工艺、降低动力波废酸浓度
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建议实施后，不
仅当年创出 440 万元的经济效益，还

荣获集团公司管理成果论文三等奖。
初试锋芒，他成功了。李正贤一鼓作

气，接连在技术创新上出击。2013 年，他
提出的“深挖潜能，有效提高烧渣铁品
位”的建议实施后，烧渣铁品位在短时
间内上升 1.66 个百分点，烧渣残硫下降
0.34 个百分点，当年增加收入 95.6 万
元；他参与撰写的《超细磁黄铁矿焙烧
工艺技术及特大型装备的开发及应用》
荣获集团公司科技创新成果特等奖。
2014 年，他提出的 “老吸收塔改造利
旧，转变为二段吸收塔”的建议，既满足
了脱硫系统升级改造需要，又减少了资
产损失 355 万元。

不骄不躁 勇往直前

在铜冠冶化分公司为年轻大学生建
好的平台和搭好的舞台上，李正贤如鱼
得水，大显身手。2014 年 7月，集团公司
投入 4000 万元巨资对球团尾气脱硫系
统进行升级改造，要求在本年度的 11
月前完成，时间非常紧迫。图纸设计、设
备挂网招标、物资采购必须按时间节点
完工，不允许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每项工
作都必须与时间赛跑。

李正贤被委于重任，作为此项目的
工艺和现场负责人，他不仅要加班加点
编制设备技术标书、材料采购清单，还必
须按要求做到设备、材料均按时到场。在
项目实施期间，他白天穿梭在施工现场，
爬楼梯、钻塔槽，对各子项施工负责人认
真交底，反复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全天候
蹲点监控；晚上再对当天及整个施工进
展情况进行疏理，并根据设计图纸、物资
采购和备品制作情况，合理安排网络计
划，细化项目进度方案，每天都忙得筋疲
力尽……

（下转第二版）

“成功是拼搏出来的！”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科技工作者李正贤

铜冠投资金泰电池公司职工日前正在锂电池正极材料加工现场作业。铜冠投资金泰电池公司今年抓住锂电池正极
材料市场趋向，积极进行市场优化与调整，并新上了三元正极材料生产线，保证了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稳定。今年前 9 个
月共生产锂电池正极材料 180 吨，实现销售收入 2631 万元。 王红平 鲁长根 摄

“火眼金睛”除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