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 月 15 日，安工学院
管理系物流专业 130 名大学生在校方
的组织下到铜冠物流公司参观学习。

大学生们先后参观了金铁物流分
公司、金园码头、金冠车队等单位。在
金铁分公司车务段信号值班室，大学
生们饶有兴趣地围集在一起，认真聆

听了车务段负责人对铁路微机联锁系
统、铁路道口远程控制系统等设备的介
绍，还不时地提出疑问，该段负责人一
一给予了解答。此前，该公司曾多次接
待过铜陵学院物流专业大学生，为即将
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提供了教学实践的
学习平台。 邹卫东

安工学院大学生到铜冠物流公司参观学习

连日来，受冷空气南下恶劣气候
影响，铜陵地区气温骤降，夜间最低气
温接近零摄氏度。然而，在天马山黄金
矿业公司负 255 米中段泵冰冷的水仓
里时常出现这个人的身影，他身穿厚
重的潜水衣，手持着风管，没在齐胸口
的泥水中，来回不断吹动散发臭味的
泥浆……他就是天马山黄金矿业公司
机运一区水泵班班长徐光亮。

由于今年汛期井下涌水量较往年
有大幅增加，导致该公司负 255 米中
段泵房水仓里的淤泥及杂物较多，不
仅造成水泵运行效率降低和损坏，而
且还会影响到井下正常排水。为此，该
公司机运一区立即组织专人进行清仓
工作，由水泵班班长徐光亮担负起此
项重任。

现年 43岁的徐光亮，1995 年从有
色技校毕业后就当了一名普通的井下
水泵工。刚参加工作就有人跟他说，水

泵工有什么干头，没什么技术含量，还
枯燥乏味。可他却不这样认为，他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什么
职业，什么工种，既然干了就要热爱它，
就要把它干好，可别小看了水泵工，井
下排水可是矿山安全生产的基础，如果
这块出了问题，矿山的安全生产也就无
从谈起。”正因为他干一行爱一行，从
干水泵工的那天起，他就努力钻研专业
知识，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凭着这种对
事认真负责到底的倔劲，很快就使自己
成为一名技术好、业务精的骨干，且在
别人普遍认为无前途的水泵工岗位上
一干就是 20多年。

身为一名党员的矿山员工，他始终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2006年元月 16日
深夜，天空下着雨，他被一阵急促的电
话铃声惊醒：由于老铜矿水泥厂大塘塘
底渗漏，导致井下负 255 米水泵房水
仓水位快速上涨，随时都有淹井的危
险。由于当班人员不够，单位领导来电
通知他和另外一名工友去单位支援。此
时正在休息的他二话不说，以最快的速
度冒雨赶到单位，迅速投入到抢险的工

作当中，一直忙到次日 11 点钟才把险
情排除，直至将水仓水排完才上井休
息。

辛勤的耕耘必有收获。由于他成
绩突出，2008年被聘为水泵班班长，在
负责好井下排水工作之余，还担负起一
年一度的井下防洪清仓工作。清仓工
作一般在每年的 3 月底春暖乍寒的时
候进行，由他担任清仓小分队队长，小
分队是由单位各个班组抽调骨干成员
组成，为了降低矿山用电生产成本，清
仓工作通常被安排在大夜班低谷电的
时候进行。在他的带领下，小分队队员
穿着潜水衣，在齐腰深的冰冷水中，抬
着高压水枪，每天一干都是通宵达旦，
由于他的模范带头作用，小分队克服了
人员少、作业环境恶劣、连续夜班作业
等不利因素，年年都能出色完成防洪清
仓任务。

作为班长，他总是把对班组员工严
格的管理和热情的关心结合起来。工
作中他要求每位员工都要一切行动听
指挥，能服从调度和单位领导安排，设
备运行中勤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使故障问题不过
夜，保证了设备的完好率。在设备的维护
保养上，他要求也非常严格，每一台设备
都指定了维护保养责任人，水泵、电机定
期清扫、加油，及时更换填料，杜绝跑、
冒、滴、漏现象发生。在他的严格管理下，
井下各中段泵房的设备维护完好率达到
了 98%以上，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正常
高效运转。另外，为了节能降耗，他和班
组成员积极配合单位和生产调度，各个
泵房协调一致，在无特殊情况下避开峰时
作业，仅此一项每年节约生产成本达 50
多万元。

在生活中，他团结关心每一位班组员
工，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和生病住院，他都
亲自上门慰问，不但增进了工友之间的友
谊，更增进了班组成员的凝聚力。徐光亮
就是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私地奉
献着，先后多次被评为天马山黄金矿业公
司 “优秀员工”、“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班组长”等一系列殊荣。在今年集团公
司“七一”表彰会上，他被集团公司党委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夏富青 朱 艳

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风采
———记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徐光亮

综 合 新 闻
2016年 11月 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窦 华

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日前，金昌冶炼厂组织新提拔干部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集体约谈活动（如图），通过约谈，提高了新提拔干部的廉洁从业意识
和水平，筑牢干部思想防线。 汪红先 摄

杨涛作为凤凰山矿业公司的一名
普通党员、井下维修钳工，在工作中，他
身先士卒，立足岗位搞好设备的日常维
护和保养，自觉用党章和党规党纪规范
自己的言行，真正把先进性要求体现在
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近日，他荣获该
公司“党员之星”光荣称号。

凤凰山矿业公司新副井井筒安全
出口人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安装，至
今已有三十余年。今年 3 月，杨涛所
在的机修车间会同该公司相关部门对
副井人行安全出口进行了专项检查，

发现安全出口人道锈蚀腐烂，急需整改。
杨涛主动请缨，积极参与这一艰苦工程。
由于井筒作业，整改项目繁多，仅正 90
米以下至正 50 米之间有 12 架平台、梯
子、立柱、栏杆需更换；正 50米以下至负
120米中段有 48架平台要加固，立柱、
栏杆需更换。同时井筒作业必然影响罐
笼的正常运行和小箕斗的提矿，整改实
施时间需综合考虑全公司生产。时间紧，
任务重，杨涛和同事们一起，施工从 8时
到 13 时，连续奋战近一个月，每天人在
井筒浑身湿透，连喝一口水都不方便。他

重活累活带头干，不畏艰苦，拆旧、加固、
安装，爬上爬下，圆满地完成了整改任
务，受到了该公司的表彰，他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针对车间设备老化、维修量大的特
点，杨涛牢记职责，连续几个月来，他深
入生产一线，了解各溜井和井筒设施安
全情况，同时重点加大对混合井和副井
6 台提升机、5 台压风机及各中段水泵
等要害设备的点检力度，发现问题及时
汇报处理，多次排除系统隐患，确保了矿
山一条龙生产线的安全畅通。在此基础

上，他还积极协助维修班组织开展小改
小革、修旧利废和提合理化建议活动，不
仅有效解决了生产系统的安全隐患问
题，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几个月以来，杨涛和工友一起先后
完成了该公司副井防洪管道梁安全隐患
的整改；混合井 1.75 米罐笼 4根首绳及
其悬挂装置的更换；副井正 90 米至负
360 米安全通道的隐患整改；协助供电
班完成了对负 500 米采区配电所的安
装；对副井负 120 米、负 180 米、负 240
米、负 300 米、负 360 米、负 440 米及盲
竖井负 500 米等七个中段共 13 个接水
槽的制作安装……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段青

杨涛：将自己与地层深处工作融为一体的党员

为表达对老职工的关爱，11 月 23 日，铜山矿业公司掘进区举行欢送会，向为
矿山建设发展奋斗 30 余年的退休职工表示感谢，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在今后的
生活中一如继往地关心企业建设与发展。 吴 健 摄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针
对了解和调研掌握到的安全问题，紧紧
抓住关键环节，切实加强针对性和有效
性，将安全工作做到了实处。

该车队坚持抓责任担当，主动协调配
合各相关部门，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车队抱罐工段的渣选矿缓冷场地
面因地势过低，加上排水系统存在缺陷，
导致一遇上雨天，地面就有严重积水，如
果遇到稍大一点的雨水，地面的积水甚至
会淹没渣包车车轮轮毂，极易造成渣抱车
制动失效，从而引发安全事故。车队积极
联系主体单位相关部门，提出对路面和排
水系统进行了修缮的解决方案，消除了
安全隐患。

该车队在抓责任担当的同时，着重
抓安全监管。金隆车队外运班从码头运
输铜精沙到金隆公司料口，途经的金隆
三号门至滨江大道这一段路，路况复杂，
短短的几百米路，有几个近九十度的弯
道，其中还有一个丁字路口，车辆的转弯
存在很大死角，视线极差，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车队在积极联系相关单位在道
路两边安装凸镜等，在有效解决安全隐
患的同时，还主动加强安全监管，做好驾
驶员的安全自律意识教育，让他们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心理上提高对
这个安全隐患的防范意识，工作中主动
在此方面规范自己的操作行为。

该车队还紧抓以人为本的安全文化

氛围的建设。车队以 “安全生产，意识先
行”为契机，利用板报、标语、例会等形式
坚持不懈地开展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同
时，车队积极想办法关心和保护职工的自
身安全，使职工在感受到“被安全”的前
提下，更加主动树立安全意识去关注他人
以及设备生产安全。以前，金隆车队因为
场地原因，没有一个专用的修理车间。通
常的修理工作都是在车队大院进行，遇到
雨雪等恶劣天气，也只能在户外工作，给
修理人员的操作带来极大不便。车队就利
用搬迁的时机，优先考虑筹建了一个专用
的有顶棚的修理车间，消除了潜在的安全
隐患。

吴成应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抓关键环节保生产安全

本报讯 进入四季度以来，冬瓜
山铜矿大团山工区党支部在全区 8
个生产班组及辅助班组 48 名党员
中，围绕大干四季度奋斗目标，组织引
导党员履职尽责，发挥党员突击队作
用，立足岗位作贡献。

该区党支部围绕本单位年度方针
目标和重点工作采取主要措施：一是
积极加强生产组织与协调，提高采场
大爆破采矿量；二是强化掘进、中深孔
等重点工程施工进度，确保后续生产
的衔接；三是合理组织生产，力争出
矿、运输量多干多超；四是坚持抓内部
成本管理、5Ｓ 管理和设备管理，创造
良好的生产作业环境；五是强化全员
安全意识，以安全生产为重点，确保全
年 120 万吨出矿量完成。为充分发挥
党员在生产实践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工区党支部在出矿党小组成立
“党员突击队”，在工区急难险重工作
面前，全区党员就出矿任务、安全技能
和无轨设备操作、维修技术等工作进
行互相协助和挑战。党员突击队队长、
出矿一班班长郜勇带领班组 22 名员
工、7名党员奋战在井下负 610 米、负
670 米等生产中段，克服溜井大块矿

石多、生产战线长、难度大等诸多困难，
多干多超，平均每个班次井下卡车和铲
车出矿、运输量超 2000 吨以上。党员突
击队队员、铲车工李丛文所在的负 670
米中段团山 4 号盘区是出矿重点，他深
知大干四季度出矿的重要性，多出矿,出
好矿，是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他每天上
班到作业点后，首先认真仔细找帮找顶，
确保当班操作安全，每天早下井，晚下
班，延长作业时间，从而每天都能超额完
成当班生产计划任务。在平时工作中，李
丛文对铲运机车机械操作、维修维护的
技术都熟能生巧，对机械的易损和发生
的小故障他随时自己动手维修，及时消
除设备故障，既为本班作业赢得时间，又
不影响下一班次的正常生产, 他的出矿
小组平均每个班次铲运矿石出矿量超过
500 吨以上。

党员突击队以实际言行影响和带动
班组员工，既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又增
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0月份
全区乘势前进，鼓足干劲，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一举突破完成 13 万吨出矿量，
1至 10 月节约生产材料费用等约 80 万
元。

徐志勇

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区发挥党员突击队作用

由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承接的安庆铜矿磨浮车间 2 号球磨机大修，即 2 号球磨机轴瓦更换轴承大修工程已于 11 月 16 日正式打
响。此次大修任务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在 7 天时间内完成，且作业现场空气不畅通、作业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作业场地不规整。为了确
保该工程安全高效完成，该公司从金隆、沙溪等项目上抽调人员，一次性调入了 21 名各主要工种施工人员进驻施工现场，采取两
大班施工、连班加点进行作业。图为该公司技术工人正在对球磨机出料筒进行拆卸。 李海波 摄

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程被
一家很不错的企业录用，日前，
笔者见到他的父母说：“孩子因
与单位的基层负责人一言不合，
就辞职不干了。”笔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像这样刚入职场的“90
后”，因一言不合就辞职的情况
屡见不鲜。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
专业人士方先生说：“年轻人刚
入职场，积累工作经验和社会经
验，在工作中历练自己很重要，
因一言不合就辞职或跳槽不利
于个人发展。”

刚参加工作的“90 后”与其
他年龄段的职场人员比较，经济
压力没那么大，在工作上他们更
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希望更自
由随便一些，能发挥自己的长处。
他们离职或跳槽的原因大多数不
是对薪资待遇不满意，而是觉得
单位的氛围不佳，或者与领导、同
事相处关系不够融洽。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先生
提出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
首先，在进入职场之前，要对自
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长远的规
划。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
学习能力等，在老师、家长的指
导下，对自己适合干什么工作有
一个定位、划定一个范围。在进
行职业选择时，要明确就业方
向，并要慎重斟酌后再与录用单
位签约。一旦签约后，要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
作。

其次，是对于刚走入职场的
“90 后”大学生来说，要充分认
识到现实的工作环境和理想有
差距是很正常的。心里有落差、
难适应、会产生灰心失望的心
理。这时要冷静思考，随时要与
家长朋友沟通。同时要学会换
个角度考虑问题，在遇到问题
的时候，很好地化解问题、解决
问题也是一种能力，把它作为
自己初入职场的一次考验，一
次积累经验的机会，切不可脑子
一热一冲动就走人。

笔者认为，年轻人初入职场
频繁跳槽，不利于个人的长远发
展。工作至少要干两三年，才有
可能了解这份职业，认识到工作
中的乐趣。同时，在工作中也要
不断培养自己新的兴趣爱好。使
自己成为一个强者，那时再考略
辞职或跳槽也不迟。

“90后”不要一言不合就辞职
□殷修武

本报讯 11 月 26 日，铜陵市立
医院代表队在“安徽省第一届普外科
腹腔镜技能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这
支参赛队由该院普外一科主任、主任
医师国维克率闫北平、张正东和周陈
三位年青的医生组成，他们在角逐中，
凭借精湛的技能、娴熟的技巧和稳定
的发挥收获骄人战绩。

此次大赛由安徽省卫生计生委主
办、安徽省立医院和省内镜质量控制中
心承办，全省共有 38 个代表队同场竞
技。最终安医大一附院斩获一等奖，铜陵
市立医院与安徽省立医院、芜湖弋矶山
医院、蚌医一附院获得二等奖，另有 7
家单位获得三等奖。

陈 潇 何 军

铜陵市立医院获安徽省首届腹腔镜技能大赛二等奖

本报讯 “张大爷，今天到您家来，
是对您家的房子进行安全评估，这几天
下雨，家里漏雨不……”“这整栋房子
屋面有整体下陷现象，部分住户家的
墙体有裂纹，可要记下，回去后安排维
修队赶紧修复……”这是近日，铜山矿
业公司房屋普查工作组人员逐家逐户
对全公司公房进行安全普查时的情
景。

该公司公房普遍建造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大多房屋及设施老化或毁损较
为严重。为加强矿区老旧房屋的安全
管理，完善居民住户房屋基础资料，该
公司自 11 月 7 日开始，组织由后勤管

理中心、生产部、安环部、保卫部、社保
站、供水分公司等单位相关技术人员
组成的普查工作组，利用近一个月时
间，逐栋逐户对全公司 7 个村、6 个单
身宿舍近 2000 户居住人员的身份、公
房租金缴交形式、公房安全性、周边道
路及环境安全性、整栋公房情况展开
全面排查。

“矿里近几年人员变动比较大，因
异地购房员工退出公房，以及人员退休、
解除劳动关系、调出等原因，部分公房长
期无人居住，有的整栋只住着一两户，房
屋损坏也无法及时发现并维修，正好通
过这次普查，一是能更准确掌握矿区人

员的居住情况，二是赶在雨雪天气到来
前，能及时发现并排除房屋存在安全使用
隐患……”普查间隙，该公司后勤管理中
心业务主办张广菊向笔者说道。

为确保普查工作的全覆盖，在排查过
程中，普查人员采取上门询问及现场采集
的方式，认真做好房屋普查登记，切实做
到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漏一栋、不
漏一户，并在普查结束后将普查结果进行
分类整理，建立职工住房台账，对于普查
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案例将上报矿业
公司集中进行整治，以确保矿区居民居住
安全。

张 霞

铜山矿业公司加大老旧危房排查保障居住安全

11 月 28 日晨，记者看到，位于天井湖公园东门内的滨湖路停车场扩建工
程———立体智能停车楼建成（如图），并将于 12 月 1 日交付使用。据悉，这座停车楼
内可停 40 辆车，实行自动停放，据城建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我市计划建设的 5
座立体停车楼中首座建成的，可缓解天井湖公园入口区停车难的问题。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