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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0 多年来凭着对钳工专业的
痴迷和执着，练就了高超的钳工技术，
在 2013 年度有色集团公司职工技能
大赛钳工专业组技术比武获得第一
名，被授予“铜陵有色集团公司首席
员工”和集团公司“岗位之星”荣誉
称号。就在本月，他又被铜陵市总工会
同时授予首届“铜都工匠”和“铜都
劳动奖章”称号。他就是铜山矿业公
司高级钳工技师姚成忠。

今年 46 岁的姚成忠 1990 年参
加工作，初次接触钳工专业是 1994
年，那时，他还是刚从打点工转为一名
钳工。当他看到图纸上一条条错综复
杂的线条，通过自己的双手变成一个

立体的零件时，打心眼里爱上了这个专
业。白天他拜技术全面的老师傅为师，仔
细琢磨、实践师父教授的技术要领；晚上
回到家里钻研《钳工》《机械原理》《机
械制造技术》等理论知识。

钳工练习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在单位生产过程中，他的手一次次的被
磨破，缠上胶布继续进行，身上汗如泉
涌，他用毛巾一擦接着练。遇到技术难关
了，他认真查找资料，和同事们深入探
讨，反复的描图、操作、修改，从不放过任
何疑问，直到攻克一个个难题。

他常说：“身为技术工人，就要勇于
为企业排解技术难题。”2013 年 8 月，
铜山矿业公司两台新进螺杆式空气压缩
机出现了排气温度过高，造成频繁停车
的现象，给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经
过认真仔细的检查，断定是由于机械冷
却器水垢堵塞造成。针对水垢严重问题，
他先磨制一个类似箭头的钻头，外镶嵌
合金金属，让长杆与箭头相连形成一个

特制长钻头，清洗冷却器管道内壁水垢，
经过几个小时的清洗，污垢被一点一点
清洗出来，机械冷却循环油油温由开始
的 110 摄氏度下降至正常的 75 摄氏
度，高温停车故障被及时排除。

2012 年夏天，该公司新矿山深部开
拓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由于夏天高温一
台 100 立方米的活塞式空压机因长时
高温工作，机械核心部件活塞产生“抱
缸”。它的故障不仅影响井下生产供
风，更主要是影响新矿山的开拓进度。
姚成忠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几名工
人，对这台空压机进行快速拆卸修理，
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快速找出了故障原
因，通过测量、计算和分析后，决定在现
有条件及状态下需要重新处理缸壁粗
糙度，姚成忠带领同事们反复不断循环
着缜密的测量、磨削、测量……经过十
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后，更换连杆、活
塞，修复气缸后，又重新让这台空压机
旋转起来。

去年四月的一天下午，选矿车间一
台运行的液压站出现故障，影响球磨机
运行，已检查多次了还没解决问题。他
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就立即赶赴选
矿车间。根据维修工的叙述，在狭窄的
空间内，他仔细检查了溢流阀，单向阀
等几个重要部件，各部件很正常。在多
次运行液压泵时候，液压站油箱中时
有嘶嘶声。他怀疑油箱中有内泄露，几
个人立刻将密封于油箱内的两台液压
泵拆卸下来，仔细查找发现液压泵出
油口一处管接头松动造成密封不严而
泄露。经处理后试运行，系统压力达到
要求。

20 多年来，他手上的工具换了一茬
又一茬，维修的设备更新了一台又一台，
而姚成忠本人也通过那一股认真的劲，
熟练掌握了钳、焊、磨等技术，成为了修
理机械设备的“行家”，成为了大家信服
的优秀钳工技师。

夏富青 王立青 洪同国

在精业与敬业中成就“工匠”
———记铜陵市首届“铜都工匠”、“铜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姚成忠

本报讯 日前，针对 2017 年上
半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
试（缩写为 MHK），安工学院单独开
设培训班，为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进
行特别辅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

MHK 考试是新疆少数民族青年
入职就业的一项重要证书考试，在新
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很高的社会公
信度。MHK 考试是全面考察少数民
族应试人汉语听说读写能力的考试，
考试采用计算机智能语音辅助方式，
分口试、笔试两种形式进行。

今年是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第一
次在安徽参加 MHK 考试，时间紧，任
务重。该院制定了教学培训计划，邀请
了来自新疆的内派教师张海燕承担起
了此次培训任务。新疆和内地双语教
学模式差异较大，根据 MHK的考试
方式，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不
断探索有效的方法和途径，继续推动
和发展 MHK 辅导。

自 2011 年开始承担教育援疆任务
以来，该院始终把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教
育管理服务工作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来抓，先后培养了五届共 70 名新疆民
族学生。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该院安排
新疆籍学生与其他学生混班学习，同时
根据新疆籍学生的特点，按照“严、爱、
细”的原则，将思想教育融入到日常的
教育管理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去年开始，该院整合优质的教学资
源，针对新疆籍学生基础薄弱的实际情
况，专门单独开设了汉语、英语、数学补
习班。每天晚上新疆内派教师还专门给
部分汉语基础薄弱学生进行汉语辅导。
同时，通过发布招募、遴选志愿者，与新
疆民族学生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帮助
学业暂时有困难、学业成绩暂时落后的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克服学习障碍、改进学习方法、提升学习
成绩。

陈 潇 徐婧婧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因材施教助少数民族学生成长成才

3 月 15 日中午，铜山矿业公司两名浮选工在认真查看混合粗选精矿品位。今年以来，铜山矿业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从提高
岗位员工责任心入手，严控生产过程质量管理，全面提升矿山精细化管理水平。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2017年 3 月 5 日提交审议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
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
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
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质量时代。

所谓工匠精神，既是一种做事的态
度，也是一种从业的追求；既是对自我的
期许，也是对他人的承诺；既是一种职业
的操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堪称工匠
者，必有对事业的沉静与专注，必有对细
节的关注和对品质的追求。他们细心打
磨，不至极致必不轻付于人。他们承继传
统而不泥古，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他们诚
信重诺，视质量品牌为生命而决不妥协
姑且。他们摒弃浮躁，沉潜于事滴水穿
石，有事业心而无功利心。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和精神传承，工
匠精神为各行各业所必需。小到技术研
发、车间生产、服务提升等微观领域质量
水平的提升，大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体经济振兴、创新驱动等宏观战略的实
施，都离不了工匠精神的支撑。单个工匠
力量虽微，但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来
厚植工匠文化，崇尚工匠精神，都以工匠
精神来打造产品和企业的品牌，逐渐涌
现出众多的“中国工匠”和富有工匠精
神的企业，就能打造出响当当的“中国
品牌”，塑造出光灿灿的“中国形象”。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近年来，我们
逐渐认识到，中国制造亟待匠心回归，亟
待工匠精神的注入和加持，以重振市场
信心，培树国际形象，筑就“中国品牌”。

弘扬工匠精神，既靠思想自觉，也靠
文化涵养；既靠政策的激励，也靠环境的
营造。既需要树立技能宝贵、劳动光荣的
企业治理理念并注重产业工人素质的提
升，也需要形成尊重工匠、尊崇工匠精神
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经济环境，树立技能
宝贵、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既要建立体
现人才和创新要素价值的激励机制，也
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工匠精神是中国经济迎接质量时代和
步入转型升级攻坚期的需要。让我们高扬
工匠精神，照亮质量时代之前程。毛同辉

让“工匠精神”照亮“中国品牌”

本报讯 “成本费用在预算基础
上下降 5%……”、“全年成本要节约
4000 万元……”日前，冬瓜山铜矿推
出的 106 条降本增效措施，在全矿上
下引起一片热议和反响。

去年在集团公司发展步入“寒冬
期”的形势下，该矿迎难而上、勇于担
当，超前谋划、沉着应对，一方面广泛
宣传加强成本考核、强化成本管理和
实现成本节约的目标和意义；另一方
面通过调研、访谈等方式，寻求挖潜降
耗、节支增收的良策，制定了 96 条降
本增效措施，在全矿职工中全力打响
了一场降本增效攻坚战，全年实现了
节支 4000 万元的目标。今年初，该矿
主动应对当前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
战，在该矿三届三次职代会上，举行了
12个基层单位 13 个机关部门履行承

诺节支目标签字仪式，动员全矿上下
增强成本意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发出了奋力节支 4000 万元目
标的号令。并在年初一方面深入基层
开展工作调研，了解生产一线的状况，
征求做好生产经营、安全管理、降本增
效等项工作建议和意见；另一方面发
动全矿上下动脑筋、想办法、提建议、
出点子，寻求降本措施，征集节约良
策，为今年全力打好攻坚战做好前奏。
通过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寻求到降本
增效措施和办法共 100 余条，经过梳
理归纳出物资管理、能耗管理、工程项
目管理、修旧利废、备件国产化、技术
进步等 28 个方面共计 106 条措施办
法。矿部将 106 条措施量化考核指
标，落实到各责任单位和部门，确立矿
领导负责，明确了向提质要效益、向降

本要效益，全年成本费用比预算节约
4000 万元的目标，营造出“处处降本增
效，人人挖潜节支”的浓厚氛围。

念好“降本经”，挖出“增效源”。
106 条降本增效措施，就像 106道号令，
激发了全矿干群的热情和信心。承担全
矿生产 70%的出矿任务的采矿工区区
长黄浩辉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从降低
电缆、轮胎消耗和减少油料、爆破材料消
耗等方面着手，多动脑筋、多想办法，进
一步降低备件、材料单耗和产品综合能
耗。”“我们制定了细化、量化的降本增
效目标和措施办法，主要是加强设备使
用管理，提高设备使用率，减少柴油损
耗，坚决杜绝跑冒滴漏。”大团山工区区
长徐雄满怀信地讲述着自己的 “降本
经”。

汤 菁

处处降本增效 人人挖潜节支

冬瓜山铜矿推出百余条降本增效举措

本报讯 今年，铜冠有色池州公
司将提质增效作为扭亏盈利的重要抓
手，多措并举努力实现年度增效目标
2780 万元。

“一年之计在于春”，铜冠有色池
州公司这个春天不平凡，实现了公司
管理体系的改革改制，“九华冶炼厂”
将成为历史，实行扁平化管理，开创了
新局面，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的“春
天”。全体员工团结一心，撸起袖子加
油干，力争早日实现扭亏盈利。

向增加产量要效益 288 万元，通
过加大锌系统日常湿法车间管道和
电解车间电解槽的清理，节约锌系

统大修中的清理时间，实现电解、湿法
提前 15 天开车，实现增产 3000 吨；针
对电解铅产能的安排，在无法提升自
产粗铅产量的前提下，通过外购粗铅
满足电解开车，提高电铅产量 10000
吨。

向优化技术指标要效益 502 万元，
通过加大矾渣水洗，提高两渣分离效果，
降低矾渣含锌品位，提升锌冶炼回收率；
通过稳定底吹炉渣形和鼓风炉炉况，降
低水渣含铅水平，提升铅冶炼回收率；通
过单机运行，合理安排铅初炼和成品岗
位人员的作息时间，降低电解残极率实
现降低吨铅天然气单耗；通过稳定电解

铅的生产，提升电流电效，降低吨铅直流
电耗。

向降低生产成本要效益 505 万元，
降低辅材料成本，改变阴极板采购模
式，降低采购费用；稳定并提升除钴
剂使用效果，降低除钴剂单耗，改善
除钴剂配方材料的采购方式降低除
钴剂成本；通过采购含锑物料替代精
锑的采购，降低铅系统锑成本。通过
梳理公司的外协用工现状，结合用工
单位的作业安排及岗位性质，对外协
用工方式进行调整，降低单位产品外
协成本；同时通过定员定编减少非生
产人员，降低人工成本。通过国内证、

进口证等短期融资方式的操作，降低
资产成本率 0.05 个百分点，降低可
控销售费用 5%。

向市场要效益 390 万元，努力开拓
国内原料市场，通过增加国内铅锌原料
的采购量，增加综合加工费水平；通过增
加客户等措施，提高竞争水平，择机提升
铜渣、冰铜的销售价格。向争取政策支持
要效益 929万元。

为实现提质增效目标，该公司明确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对
照各项措施分解工作任务，做到目标明
确，措施落实，考核到位。

汪新利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今年锁定提质增效 2780 万元

本报讯 3 月 17 日下午，集团公
司在五松山宾馆三楼 A 会议室召开
2017 年节能工作会议，认真总结
2016 年节能工作成绩和经验，进一步
分析形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安排
和部署 2017 年节能工作任务和目
标，动员和号召广大员工牢固树立节
能意识，落实节能目标，强化节能管
理，高效利用能源。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股份公司副
总经理丁士启出席会议。集团公司能
委会成员、有关部门，各单位分管节能
工作负责人、机动（能源）科长、节能
主管参加会议。

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机动
部部长刘道昆作题为 《加强节能管
理，挖潜降耗增效，为打造国际化企业
集团作出新的贡献》 的工作报告，报
告指出，2016 年集团公司上下积极作
为，节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实现
节能减支 34205 万元，再创历史新
高；阴极铜、硫酸等产品能耗持续下
降；全年实现节能量 1.35 万吨标准
煤，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节能考核目标。

报告对 2017 年节能工作作出总
体部署，按照“总量控制，全面考核，
挖潜改造，减支增效”的方针，重点加
强和重视节能工作，强化节能考核及
用电管理，大力开展节能技改，进一步
做好电力直接交易，深入能效对标，创
新能源统计，推进节能宣传和培训工
作，通过努力，力争全年实现节能量
1.3 万吨标准煤，主产品阴极铜能耗同

比下降 3%，全年节能减支 2 亿元的
“1332”节能目标。

会上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16 年度
节能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和个人的通
报》，3家单位荣获 2016 年度 “节能先
进单位”，9 个集体荣获 “节能先进集
体”，13 名职工被授予 “节能先进个
人”称号，2 家变电所被评为“优秀变电
所”。其中 3 家“节能先进单位”及 2
家“优秀变电所”受到现场表彰。稀贵金
属分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及铜冠电工
公司作为获奖单位代表就本单位节能管
理工作经验作了交流发言。

丁士启在总结讲话中对集团公司
2016 年节能工作表示肯定，并就如何贯
彻会议精神，全面落实 2017 年节能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节能是一项专
业细致的工作，其最终结果将在数据上
得到直观体现，各单位要按照集团公司
节能工作总体部署，细化分解目标任务，
一是要加强对节能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认清节能工作是生产经营效果的重要指
标，是降本节支的主要措施，是企业管理
水平的体现。二是要认真谋划，仔细梳理
每个环节后逐个攻关，要在组织机构上保
障节能工作落实到位，要确立能耗总量短
期目标，逐年实现，从长远上看，要有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和责任感。三是要
利用科技进步提升节能工作成效，认真研
究主工艺，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关注行业
技术革新和节能技术改进；四是要充分利
用铜冠能源公司平台，放大国家相关政策
效应。 本报记者 萨百灵

集团公司召开 2017 年节能工作会议

从 3 月 15 日 7 时开始，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连续作业，米拉多项目首台磨机
基础安全顺利浇筑完成。

为确保此项工作一次浇筑完成，公司精心组织，会同所有参建单位，从方案的
编制、审查、工程步骤实施验收以及浇筑作业人员、机械、材料、监测设备和应急预
案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先后 8 次召开方案审查、准备和动员会，确保了本次浇筑
工作顺利完成。

磨机基础浇筑单体工程混凝土量 2150 立方，是目前项目单体量最大，也是最
关键的工程之一。 李 冬 摄

米拉多项目首台磨机基础顺利浇筑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