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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 日上午 8 点，在天
马山黄金矿业公司选金车间
碎矿大班门口，检修班的员工
们安全派班后，正在割除大门
外已废弃锈蚀的管道支架。

“小冯，你怎么保险绳都没
系就上去了？赶紧下来，下来，
把保险绳系上，再干活。”钳工
小任朝着站在梯子上正在焊割
的小冯喊到。

“系了，怎么没系，这不是
吗？”小冯停下手中的活，指指
腰间的保险绳。

“我的天，你那也叫系了，
随便打个活结就行了？赶快把
卡扣扣好。”小任拍拍脑袋，叫
道。

“有什么关系，就你较真，
我这站得又不高。”小冯不以为
然地大声嚷嚷。

“怎么没关系，你那结系跟
没系有什么区别，万一失足从
上面掉下来，怎么力？一点安全
意识都没有，赶紧重系。”小任
丝豪不让步。

“你俩在嚷嚷什么？”听到
他们的争执声，大班长黄叶贵
连忙过来询问。

“正好，黄班长，你来评一
评。他高空作业，保险绳没系
牢，形同虚设。我说他，他还不
服气。”小任气鼓鼓地说。

“就你较真，我这哪是高空
作业，就这么点高。”小冯一脸
不在乎。

“小冯，那你告诉我，什么
是高空作业？”黄班长听完两人
的话，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或 2 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
处进行作业，都是高空作业。”
小冯不情愿地回答。

“回答的挺完整。那你站
的地方离地面难道没有 2 米
吗？我看少说也有 2.5 米，要
不要量一量？”黄班长循循善
诱。

“我不也系了保险绳嘛？”
小冯小声嘟囔着。

“你是系了，可系法不对，
等于没系。小任和你较真，是他
的安全意识强，也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如果失足掉下来，受伤
的是你吧，痛苦的也是你吧，还
害得你的家人也跟着痛苦。你
应该感谢小任和你较真，工作
中就应该像他这样较真。我们
每天进行安全宣誓，就是要你
们提高安全意识，牢记安全生
产中的每一项操作规程，不抱
侥幸心理，不违章操作，让安全
成为一种工作习惯。”黄班长语
重心长地说。

小冯惭愧地低下头，伸手
解开保险绳，按要求重新系好。
“嗯，这样才对嘛！来，兄弟，干
活啰！”小任竖起了大拇指，赞
赏道。

吴奕敏

较 真

3 月 1 日，金隆铜业公司电解车间职工正在值槽作业。金隆铜业公司开年以来，在狠抓安全环保的前提下，按照既定的全年新
目标，积极开展精细生产，强化日常生产进度，全力提升产品产量，生产保持了稳定运行。今年 1 月份和 2 月份分别生产电解铜
3.9 万吨和 3.56 万吨，均超额完成月度计划。 王红平 王承乐 摄

本报讯 铜冠地产公司突出持续改
进，推进融合创新，促进内生动力和管理
成熟度的不断提高，提质创新成果显著。

注重管理活动融合创新，通过深入
开展卓越绩效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成熟
度，公司荣获集团公司铜冠卓越绩效奖
提名奖。强化对标管理工作，明确各单
位、部室工作目标，制定工作计划，促进
该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按月开展 5S
检查考评工作，注重常态化管理，公司连
续五年被评为集团公司五星级 5S 管理
单位。积极组织申报管理创新成果和论
文，一项创新成果荣获集团公司二等奖
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成果二等奖。

广泛开展提建议、选课题、攻难关、
补短板、解难题管理创新活动，《人才公
寓 6 号、8 号楼基础修改》合理化建议，
节约工程造价约 76 万元，节省工期 15
天，荣获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和技术
改进成果项目奖；《人才公寓 6 号、8 号
楼原设计基础筏板改为抗浮防水底板》
和《世纪新城一区室外三网合一》分别
获得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二、三等奖，经
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持续开展 QC小组
克难攻关，《人才公寓降低外窗渗漏率》
获安徽省质量协会 QC 成果发布一等
奖，迎江花园 3 号楼荣获铜陵市优良工
程称号，提质创新成果突出。

持续加大安全环保工作监督检查和
“反三违”力度，定期组织月度安环综合
大检查和专项安全检查，积极开展防洪
防汛工作；积极开展反“三违”自查自纠
活动，持续加强外来施工队伍的监管；认
真制定 “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方
案，扎实推进活动开展；继续开展了工程
现场安环质量驻点督查活动，加强隐患
治理工作，对驻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
明确责任到人，制订整改计划和措施，分
轻重缓急进行整改，隐患整改率达
100%，各项安环质量管理措施真正落地
扎根。

周尚清

铜冠地产公司创新管理绩效显著

民生无小事，水对于老百姓来说算是
大事。人每天都离不水，对天天与职工家中
吃水问题打交道的铜山矿业公司供水分公
司维修班班长詹桂生来说，他在矿区算是
个与民生打交道的“名人”。

铜山矿业公司供水分公司承担矿区
及周边农村生活水供应任务，服务半径
达 8 公里，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工
作。由于矿区地下管网纵横交错，周边农
村管网铺设较长，而供水系统老化，管道
腐蚀严重、设备陈旧，所以日常维修量特
别大。詹桂生身材虽然瘦弱，但是技术精
湛，供水系统上发生的故障，他总能及时
解决，博得了居民们的好评。

2016年春节前期，铜山地区遭受多
年不遇的雨雪霜冻寒冷天气，导致矿区及
周边农村多数供水设施、设备冻损严重。
险情就是命令！詹桂生带领维修人员连班
加点、走街穿巷积极投入抢修。腊月 26
日，位于矿业公司俱乐部大院内一处直径
100毫米清水主管破损严重，他带领抢修

人员克服天气寒冷、任务急、作业环境狭
小等诸多不利因素，于夜晚8时顺利抢修
完成，确保了居民春节期间正常用水。

为确保正常供水，连班加点维修、抢
修是常有的事，詹桂生总是放弃个人的
休息时间，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年累计义务奉献工时达 200 多小
时，他个人曾多次被矿业公司评为“优
秀岗位能手”“优秀党员”“党员之星”
和集团公司“岗位之星”等荣誉称号。

2016 年 8 月 20 日深夜 12 点多，
已熟睡的詹桂生突然接到江边趸船泵工
电话汇报：2 号泵进水闸阀螺丝突然断
裂，导致闸阀溢水严重，趸船舱内正在进
水。他没多想，迅速套上外衣打车来到离
矿区有 10 多里的江边趸船舱内。经现
场查看后，将现场情况汇报给单位负责
人并建议立即修复。由于职工异地搬迁，
单位多数维修人员现已居住在池州市
区，难以立即到位投入抢修。当单位负责
人问他的处理意见时。他只坚定地说了

一句：“今晚我把它修好。”随即他换上工
作服，并安排江边值班的水泵工配合打下
手。由于进水闸阀法兰螺丝锈蚀严重且拆
除后江水随时可能涌入船舱。趸船泵工哆
哆嗦嗦地说：“詹班长，我不会修理，喊维
修工来吧！”詹桂生只是笑笑，说 “给我
搭把手就行了”。他仿佛是一名技术娴熟
的操刀主治医生，正在为一名病人做解剖
手术。“扳手、皮垫、葫芦拿一点。”趸船泵
工仿佛是一名医生副手，及时递上他需要
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配合渐渐
默契，抢修工作也慢慢进入尾声。经过 5
个多小时的奋力抢修。损坏闸阀于第二天
早晨 6时许顺利更换完成。此时的趸船泵
工开心地说了一句：“詹班长你真厉害，
不然我要担惊受怕一晚上了。”满头大汗
的詹桂生直起疲惫的身子说了一句：“不
修好，我也一晚睡不着。”

“只要能确保居民供水正常，苦点、
累点也心甘！”这是詹桂生十多年来一直
坚守的工作动力。 陈志飞

确保居民供水正常 累点也心甘
———记铜山矿业公司优秀岗位能手詹桂生

本报讯 3 月 7 日，日本住友金
属矿山株式会社会长家守伸正一行四
人来集团公司交流访问，集团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热情接待对
方，并与之座谈，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蒋培进陪
同座谈、参观。

当天上午，家守伸正一行先后来
到金隆铜业公司和金冠铜业分公司，
了解了两个单位发展概况、主营业务、
生产工艺等情况，并参观了两个冶炼
厂的熔炼车间。

金隆铜业公司是铜陵有色与住友
金属矿山合资而建的企业。在金隆，沿
着圆盘浇铸机，到闪速炉，再到闪速炉
中控室这一路线走来，家守伸正感慨，
上一次来金隆公司还是六年前，如今，
金隆公司已经拥有 46 万的产能，发
展的越来越好了。他对金隆产能和设
备维护表示认同，并在厂房维护等方
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在金冠铜业分
公司，家守伸正一行先后深入精炼车
间和电解车间，对该公司的冶炼工艺
和水平表示赞叹。

龚华东在集团公司主楼四楼会议
室与家守伸正一行进行座谈。龚华东

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集团
公司的基本情况。他表示，金隆铜业公
司作为中日合资企业，一直以来在行业
里都是有口皆碑的，可谓是合资企业的
典范。金隆公司从最开始十几万吨的产
能，发展到如今拥有四十六万吨的产
能，实属不易，铜陵有色人感到十分骄
傲和自豪。下一步，铜陵有色将在着力
完善工艺流程上下功夫，让金隆公司拥
有更完整的生产工艺，从而提升效率，
提高竞争力。

龚华东与家守伸正一行就市场、技
术、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他表示，铜陵有色与住友公司经
过多年的合作，建立了深厚感情，铜陵
有色期待与住友公司进一步加强交流
互动，更好的实现合作共赢。

家守伸正介绍了住友公司目前的
产业格局以及生产情况。他表示，两个
企业合作，信任是无比重要的。铜陵有
色作为中国的优秀企业，拥有具有国际
一流水平的冶炼厂，令人惊叹和敬佩，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信任铜陵有色，
希望能够与铜陵有色继续深入交流，在
未来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本报记者 陈潇

家守伸正一行来集团公司交流访问

本报讯 为纪念《安徽省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式颁布施行一
周年，进一步推动有关女职工权益法
律法规的学习和贯彻，3 月 3 日上午，
由市总工会主办的铜陵市庆祝 “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暨《安徽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现场抢答赛在
市工会大厦举行。经过前一轮预赛和
当天的决赛，铜陵有色代表队从报名
参加的 23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摘得

特等奖。
据了解，铜陵有色代表队由来自冬

瓜山铜矿、凤凰山矿业公司及矿产资源
中心的三名职工组成。经过第一轮的笔
试预赛，他们与其他 7 个代表队进入决
赛进行最终角逐。决赛设必答题、抢答
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竞赛内容为《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及《安徽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萨百灵 陆桂梅

市总工会举办庆“三八”知识抢答赛
铜陵有色代表队荣膺桂冠

本报讯 3 月 7 日上午，由集团
公司工会主办的庆“三八”女职工掼
蛋比赛在五松山宾馆三楼 A 会议室
举行，来自 30 家单位的 64 个代表队
参加了比赛。选手们两人一队互相配

合，经过三个多小时、6 轮共 65 场的激
烈角逐，6 个代表队获得奖项，其中，技
术中心 2 队摘得一等奖，安庆铜矿 2
队、铜冠机械公司 2 队分别获得二、三
等奖。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集团公司举办庆“三八”女职工文体活动

本报讯 3 月 8 日上午，铜冠物
流公司工会开展了庆“三八” 游艺活
动 ，70余人参加了活动。活动增加了
“三八”节日气氛，丰富了女职工的文
化生活，倡导“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
工作理念，营造积极奋进的良好氛围。

游艺活动在欢声笑语中拉开帷
幕，女职工们热情洋溢的投入到活动
之中，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很受女职
工们的欢迎。此次游艺活动内容主要
包括抱抱团、企鹅漫步、踩气球、同心
协力、知识问答等。 现场的活动气氛

非常的热烈，在踩气球活动中，参加者情
绪激昂，大家在声声呐喊中，欢乐一片。
在抱抱团、同心协力活动中，女职工们分
工明确、默契配合，反应灵敏、机智，动作
优雅、大气，吸引了在场观看的员工，欢
快的气氛洋溢着整个现场。

很多女职工在活动后表示，参加活
动最主要是图个高兴劲儿。广大女职工
通过参与活动，享受到了运动的快乐，认
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和团结协作的作用，
并共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三八”节。

高立萍

铜冠物流公司工会开展庆“三八”游艺活动

3 月 2 日上午，铜冠矿建公司开展了以“安全保稳定·巾帼在行动”为主题的
女职工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据了解，该公司始终坚持将女工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
相结合、与岗位建功相结合、与构建和谐家庭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广大女工敬业奉
献、岗位建功的工作热情。 王 丽 摄

本报讯 3 月 7 日至 8 日，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吴存荣来集团公司，
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创新等工
作进行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必方，
省科技厅厅长宛晓春，省发改委副主
任吴劲松等参加调研。市领导李猛、倪
玉平、张梦生、黄化锋，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杨军，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龚华东等陪同调研。

在铜陵格里赛铜冠电子材料公司
和金威铜业公司，吴存荣听取杨军简
要汇报。杨军说，铜陵有色公司铜加工
企业坚持中高端发展方向，做精做优
现有产品，加快延伸产业链。引进国内
铜板带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端人
才、高维林博士“创新团队”、合资建
设铜陵格里赛和收购法国格里赛等，
快速掌握在新型铜及铜合金材料领域

的世界领先技术、工艺、质量控制等管理
经验，推动企业持续稳步发展。部分产品
已进入国内高端领域，替代进口，成为国
内生产铜板带中高端产品品种和规格范
围最多、最广的企业之一。

在铜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吴
存荣一行分别来到“奥炉”异地改造项
目现场和金冠铜业分公司，吴存荣认真
听取杨军对两家冶炼企业情况汇报。杨
军说，“奥炉工程” 项目是金昌冶炼厂
异地转型升级项目，项目设计产能为年
产阴极铜 20 万吨、硫酸产量 76.32 万
吨，采用“奥炉 + 智能数控转炉 + 回转
阳极炉”工艺，配套完善的制酸技术,
主产品电解铜生产采用 PC 工艺。金冠
铜业分公司具有年产 40 万吨阴极铜、
120 万吨硫酸的生产能力。公司拥有当
今中国铜工业最先进的绿色铜冶炼技

术，采用先进的闪速熔炼、闪速吹炼、永
久不锈钢阴极法电解、动力波洗涤两转
两吸制酸等先进工艺，实现硫的总捕集
率达 99%以上、水的循环利用率达
97%以上，是高效、清洁、环保的新型铜
冶炼企业。

在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吴存荣听取
龚华东对该公司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情
况汇报。龚华东说，铜冠铜箔公司主要从
事各类高精度电子铜箔的研发、制造、经
营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形成 2 万吨产
能，其中 7500 吨为锂电池用电子铜箔。
公司电子铜箔生产线系国外引进最先进
的技术工艺装备，制造技术及产品品质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技术指标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去年利润过亿元，今
年利润有望达到 2 亿元。

在调研期间，吴存荣一行先后深入

铜陵格里赛铜冠电子材料公司和金威
铜业公司加工车间、金冠铜业分公司电
解车间、安徽铜冠铜箔公司实验室，兴
致勃勃地参观了生产工艺流程，并边走
边详细了解询问企业目前生产经营等
情况。

吴存荣在调研中强调，工业的发展
关键在产业上。要紧盯工业指标，优化
产业结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铜陵有色公司要下决心深入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从根本上减轻负担、增加收
益，培育和增强企业发展后劲。要坚持科
技创新，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各类研发团
队，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努力提升企业自
身创新能力和水平。要加快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全速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全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报记者 夏富青

副省长吴存荣来集团公司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