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28 岁的陈凯是工程技术分
公司金隆项目部电仪维修常日班班
长，他个头不高，却神采奕奕；他声音
不大，可掷地有声；他一脸稚气，更笑
容可掬。自进入电仪设备维修这个行
业，他就始终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积
极的工作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热爱
的电仪维修事业中。

在四班制值班期间，他带着一个
班，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的值班工作。
一次晚班，他接到生产备料来电：1 号
抓斗行车开不起来，如果不能迅速修
复，将影响生产。接到电话后，他立即
前往现场确认设备故障情况。经查小
车滑线滑轮、小车电缆桥架、牵引架及
牵引钢丝绳拉断……面对艰巨的抢修
工作，他想业主之所想、急业主之所
急，立即在现场协调资材备件并组织
人员抢修，赶时间，争速度，保质保量！
因抢修及时，未影响闪速炉投料，当即
得到金隆铜业公司值班领导的肯定和
表扬。

作为一名维修电工班长，他郑重
表示：在其位、谋其责、尽其力。遇到设
备故障检修，他都会主动出击、及时正
确处理，面对急、难、险、重的任何棘手
问题，他从不推辞、知难而进。作为一
名电气岗位技术人员，他懂得光有吃

苦精神和十足干劲还远远不够，还必须
具备完成工作的过硬本领，必须走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悟性很强，工作
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岗位
专业技术水平也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
高。

去年 6 月 9 日，单圆盘中间包向 2
号浇铸包方向不动作，经查 PLC-1 柜
内空气开关 Q4（称重电源）跳电，电子
秤柜 A2柜内 F5 电源跳电，他依据故障
现象紧急处理。7 月 27日，双圆盘 B盘
提取机顶起不动作，E2柜内安全继电器
未上电，2JB5 柜内 24V 电源模块保险
爆，确认 DI2 模块下的阳极板检测元件
电缆短路，他立即更换备品备件并现场
调试。由于圆盘故障处理及时，确保了阳
极板生产正常。

面对电气设备自动化程度高，维修
技术要求精的现状，他深感肩负的责任
重大。他知道，作为一名机电专业的毕业
生，理论水平必须为新技术的实际服务。
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与本岗位相
关的专业书籍，积极积累岗位知识，为自
己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遇到不懂的
问题，他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刻苦钻研，
直至问题解决。

去年 10 月初值班时，精炼区域三
台转炉正在吹炼，突然电气控制系统

PLC 室所有配电柜跳电，UPS 电源报
警。经查 UPS 无电源输入，其供电回路
接触器故障，因工艺急于恢复生产，他在
现场紧急处理，恢复 UPS 电源正常工
作，PLC 室所有配电柜电源恢复后，最
终 3台转炉恢复正常工作。由于处置得
当，故障排除迅速，没有影响转炉铜冶炼
生产。

去年 10 月 18 日，金隆铜业公司月
修，3 号废热锅炉给水泵新改的泵功率
增大，为了确保锅炉系统设备正常运转，
他带领六名同事到仓库裁取供电电缆运
到动力中心低压配电室，拆装电缆沟盖
板约 150 块。现场检修中，他以身作则、
严格按电气设备安装检修作业标准带领
大家施工，最终通电调试、一次开车成
功，抢在金隆铜业公司闪速炉检修投料
前完成了任务。

针对全厂部分拖动设备故障率高、
维修量大的特点，在每次设备的检修维
护前，他都早计划、早备料，认真做好前
期的准备工作，并虚心倾听、分析设备操
作人员的现场使用情况，到各作业点掌
握第一手资料，做到检修工作心中有数。
在维修设备的过程中，他始终把“节材
降耗”放在第一位，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他总是把能修复的设备尽量修复，不
能修复的设备拆了当配件使用，做到

“修旧利废”，为检修节约资材成本。
金隆铜业公司 2 号主行车是进口

的变频器控制运转设备，运转任务繁
重，变频器一旦故障将造成行车停运，
进而直接影响生产。实际检修中，他将 2
号主行车两台分别都有问题的变频器
搬运至专用检修区域，对变频器元器件
进行检查、检测，一丝不苟，精细、准确
地判断变频器各备件的好坏；拆除变频
器 2 根 PLC 传输光缆插头更是小心
翼翼；从卡槽取下各种控制板，动作进
行的有条不紊；解体、组装成一台能安
全运行的备品后，用 ABB 专用调试器
对解体修复的变频器设定频率等参
数、并在带负载情况下调试运行，确认
可靠运转、变频器面板控制参数等显示
正常。

“求真务实，做一个锐意进取的实
干家”，他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他在本
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注重个
人成长，积极做好同事间传、帮、带工
作,在员工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他
平时工作中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迅
速，谦虚好学为人随和，善于思考处事
稳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在
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用实际行动
谱写着青春的赞歌。

陈定发

用专业行动创造价值服务
———记工程技术分公司金隆项目部电仪班长陈凯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严谨
求实，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
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处处以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
的工作作风和优异的工作成绩，得到
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他就是天
马山矿业公司生产机动部电气助理工
程师刘洪春。

刘洪春身为矿业公司电气工程技
术人员，对待工作具有很强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多年来几乎放弃了所有的
双休日，不管是领导安排还是调度电
话通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解决处理问题。去年 6
月底进入汛期，天马山矿业公司遇到
了自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井下大流量
排水，井下所有的排水设备都在满负
荷甚至超负荷连续工作，给供电系统
运行安全带来极大的压力，供配电设
施故障及电缆爆断等险情不断出现。
危急关头，刘洪春和该公司领导、部门
领导一起，严防死守三天三夜，成功排
除了三次即将淹井的巨大险情，保护
了国有资产，取得矿业公司防洪工作
首战告捷，为后续的防洪工作顺利开
展奠定了基础，确保了矿业公司生产

安全稳步运行。在随后防洪工作进入
紧张的一个月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
在单位待命，随时解决突发险情，直至
整个汛期结束。

在此期间，他除了担负起防洪的重
任，还挑起了一些矿山重点工程的重
担。因三矿整合工作的需要，金口岭矿
区和天马山矿区两矿进行整合，他在努
力做好天马山矿区电气技术工作的同
时，协助做好金口岭矿区电气技术工
作。去年 4月至 8月份，他又全身心地
投入到金口岭扩能改造项目———笔东
盲井提升系统及选矿球磨系统的安装
调试工作中，不仅每周要参加工程例
会，还要现场协调解决安装调试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长达 5 个月的时

间里，每天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直到
整个扩能改造系统在去年 8 月份正式投
入生产运行。

他在履行部门电气技术管理职能
的同时，还肩负起天马山矿业公司电
气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建设工作，按
照工程时间节点逐步推进，同时认真
做好重点工程基建期内用电安全监管
及电气设备技术管理工作。在工作中，
他严格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分白天
黑夜，随叫随到，协助设计部门和施工
单位认真做好重点工程的供电系统、
自动化系统以及电气设备的设计、安
装、调试工作，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
奋战着，无怨无悔。

夏富青 朱 艳

兢兢业业为矿山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刘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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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加强
新年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坚持隐
患故障整治不分班组、现场纠违不分
班次和查患纠违不分人员“三不分”
原则，有效筑牢安全防护网，拧紧新年
安全生产弦。

隐患故障整治不分班组。即一改
往日开展隐患故障查处整治活动，多
选择在人员相对集中的生产班组进行
这一做法，因为考虑到节日期间较为
普遍饮酒现象，区里在开展新年专项
隐患故障自查自纠活动时，不仅仅对
生产班组念好安全“紧箍咒”，对维修
后勤班组及区直、业务人员同步开展
酒后上班、违章操作等不安全行为查
处活动，使节日期间的隐患查处不留
真空、不留盲区。

现场纠违不分班次。即针对节日期
间，职工走亲访友应酬多、牵涉精力大，
容易疲劳上岗，加之节日期间人员思想
活跃，岗位操作易分心走神或心存侥幸
违章冒险等不安全行为，区里不仅安排
中班开展顶帮板监护、交叉作业防范和
不安全行为纠察整治活动，对早班、晚
班也同步开展查违纠患活动，常态化筑
牢职工安全思想防线。

查患纠违不分人员。即除了区安全
领导小组成员参加隐患故障查处活动
外，班组职工发现隐患故障或违章行为
时，照样有权利和责任制止，并当即向
当班领导反馈给予曝光，促进职工之间
相互监督，共同搞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

汪为琳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三不分”筑牢安全防护网

本报讯 新年伊始，铜冠物流公
司金冠车队从金冠铜业分公司捧回一
块沉甸甸的奖牌。为表彰各协力单位
在保障主体 2016 年度实现达产达标
及安全工作做出的突出成绩，经过金
冠铜业分公司各车间推荐打分评比，
金冠车队在十八家协力单位中，被评
为先进单位。

铜冠物流公司金冠车队在金冠
铜业分公司始建之初，力求以服务为
己任，在服务过程中，见证了一座大型
冶炼企业的崛起，车队也由最初的二

人，逐步发展成拥有百余名员工的高素
质服务队伍。车队承担了厂区内 80%的
生产任务，集熔炼渣高温运输，装载机运
输，叉车运输和厂内保洁等，并始终以
“服务高标准、品牌创一流” 为服务宗
旨，将业主单位的要求作为工作第一目
标。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该车队加
强内功的锤炼和服务意识的引导，实施
班组技术比武、岗位之星评比，提升了服
务技能；落实设备检查和安全巡查、督
查，保障了安全生产；设置一周问题处理
表，保证了服务效率。此外，加强与业主

的融合，提高服务质量，通过生产上与主
体协调，对渣场冷却渣进行累堆、炉口备
用渣包倒换，缓解了业主的生产压力；落
实渣罐运输车车载系统、炉口信号灯与
驾驶员对讲机三类信号传递方式，实现
生产交流无障碍，保障高温运输生产安
全；在生产期间，对服务遭到投诉的员
工，责令写出经过进行原因分析，从而确
保服务质量。同时该车队应对生产中的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生产应急预案，特
别是缓冷场冬天雾气大这一行业难题，
车队根据现场情况，设置了三个级别，每
一级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措施，确保恶
劣环境下主体生产不受影响。

章红海

铜冠物流公司金冠车队获得业主嘉奖

本报讯 “公司在当前困难时
期，还坚持每年安排我们进行职业健
康体检，并为一线员工配置了防尘多
气体的防毒口罩，工作场所也采取了
相应的降尘处理，真正为员工的健康
构筑了一道坚实防护墙……”日前，
在铜陵市立医院铜山医院门诊大
厅内，正在排队等候体检的铜山矿
业公司采矿区副区长王勇说起这
次的体检深有感触。

为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与安
全，切实维护广大员工健康权益，该
公司自 1 月 11 日起，分批组织全公
司 666 名从事接触粉尘、高温、噪
声、电焊烟尘、有毒有害气体等职业
病危害作业岗位的在岗及离岗人员
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为使此次体检
工作顺利进行，该公司提前编排了
体检日程表，通过公司内部网站下
发通知，根据不同岗位，详细制定和
安排了具体体检时间，并告知体检
注意事项。该公司安环部全过程负
责体检事宜，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
参加体检，保障生产、体检两不误。
本次体检项目主要包括心电图、测
血压、胸部摄片、血液检测、肺活量
检测以及内外科检查等健康检查项
目。检查结束后，该公司还将对所有
参加体检的员工检查结果进行汇总
分析，建立和完善员工健康档案，并
及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每位员工，
对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员工特别提醒
告知，以便让员工能及时、全面了解
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做到“无病早
预防，有病早发现”。

近年来，该公司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 的理念，不断强化和规范职
业健康管理，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
了职业健康防治工作，按照 《职业
病防治法》 的规定，组织员工进行
岗前、岗中和离岗体检，以及医学随
机跟踪体检，应急突发事件体检等
职业健康检查；通过举办专题培训、
现场指导、班前教育、知识竞赛等方
式，及时向员工普及各类职业病防
治相关知识，指导职工正确使用各
类防护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完善了职业安
全健康管理体系，采取封闭、隔音、
湿式防尘、加强通风等措施，努力为
员工构建安全、健康、环保的工作环
境。

张 霞

铜山矿业公司为员工筑牢健康“防护墙”

近日，翻阅杂志，看到一位参加抗
日战争的老同志给青少年讲了这样一
个动人的故事，久久在脑海回味无穷。

故事的内容是，在那艰苦的战争
年代，有一支抗日队伍被困在山里，
突围几次没有成功，粮食日渐短缺，
山里的老百姓也揭不开锅，只好忍饥
挨饿。有一天中午吃饭时，老炊事班

长拿着饭勺，非常小心地在给每个战士
分玉米糊，有的只给一勺，有的却给两
勺。一名细心的小战士发现了这个区
别，当第二勺快要盛到自己碗里时，他
阻拦道：“老班长，为什么有的同志只
分一勺，却要给我两勺？”老班长只好
如实相告：“小同志，因为粮食越来越
少，党支部作出决定，凡是党员只吃一
勺。”这个小战士激动地说：“我向党员
看齐，学习他们，请求让我也只吃一
勺！”老班长说：“这是党的规定，我没
有这个权力更改……” 说着泪水夺眶

而出。
这个故事跟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

事迹一样感人，它表明：共产党员既能在
生死问题上经受考验，也能在“多吃一
勺”与“少吃一勺”这个小事上严于律
己，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能起模范带头作
用，那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此事
听起来虽微不足道，却体现了一个共产
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人格，是
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鉴于此，在当
前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强化“四个意识”教育实践活动深入
开展之际，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
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今天，党员“只吃
一勺”的特殊性要永远发扬光大。

何 竞

共产党员的特殊性

铜冠矿建
公司职工日前
正将运送海外
物资装箱 （如
图）。铜冠矿建
公司在厄瓜多
尔相继中标米
拉多铜矿 2000
万吨 / 年采选
项目废石胶带
隧道工程和金
王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露天采
场采剥工程，为
满足施工需要，
该公司新年伊
始积极准备好
施工所需物资，
并及时通过集
装箱发往厄瓜
多尔施工现场。
王红平 陶莉 摄

春节期间，金昌冶炼厂举办的职工趣味运动会别开生面、精彩纷呈，既有扔飞
镖、足式保龄球、踢毽子及套圈等传统项目，又创新增加了微信拔河与摇奖活动，
吸引了来自基层 200 余名职工参加，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图为职工们正在参与微
信拔河活动。 姜蕾 摄

新春佳节之际，铜冠矿建公司领导分别奔赴海外工程工地陪同职工过大年，
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爱和新春的祝福。随着该公司海外工程的不断扩展，驻外员
工队伍也在逐年壮大，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常年驻守海外工地，节假日也不能与家
人团聚，为了陪同他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该公司领导于春节前夕就分头
出发，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前往厄瓜多尔米拉多和金王矿业、赞比亚谦比希、
刚果（金）金森达、蒙古乌兰矿等项目工地与员工共度农历新年。

图为该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胡彦华在新成立的厄瓜多尔米拉多项目工地率领
中外员工给祖国和家乡人民拜年。 曾红林 摄

2 月 4 日，新春佳节后上班伊始，仙人桥矿业公司就开始组织维修人员对选
矿球磨机齿轮进行检修，及时消除设备安全隐患，为一季度良好生产局面打好基
础。图为检修现场。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周钧 摄

俏春红梅朵朵开，吸引游客纷纷来。2 月 5 日，笔者看到，铜陵市委党校院内
的 100 多棵红、白、黄色梅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如图）。据
悉，党校六亩梅园以及路边、塘边的近 200 株梅花竞开，是我市市民赏梅的又一大
景观。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