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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今天我不能去看你了，因为
单位的工作走不开，我和弟弟们都说
了，他们都安排好了。等哪天下雨露天
不能生产，就去陪陪你……”近日，记
者在铜山矿业公司采访资源回收区安
全副区长孔维友时，听到他打电话给
准备双眼做手术的母亲。

作为儿子，他很想床前尽孝；作为
丈夫和父亲，他也想双休时一家人其
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但是近年来，
随着该区管理人员相继退休，导致露
天生产紧缺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为
了把好安全生产关，只要露天生产，孔
维友就一定会蹲点在现场，因为他心
里承载着一份责任：不仅要完成每天
生产量，更不想在他快要退休之前，安
全上发生什么意外，他要对单位员工
人身安全负责。这是因为去年发生的
一件事，让他不能忘却。那是去年 6
月份的一天，该区利用难得晴朗天气

抢运矿源，孔维友也跟往常一样，早早地
来到工作现场，密切注意架头边坡的情
况。当他来到露天以北主干运输道上观
察时，发现边坡石块裂缝有渗水现象，他
果断下令停止生产，并马不停蹄奔赴到
露天 “锅底”，调来挖掘机将此通道封
闭。驾驶员为了赶任务，都认为他无事找
事和小题大做，很是不理解。就在当天
15 时许，这条主干道上方突然发生整体
垮塌，近 2 万多方的土石瞬间而下。大
家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吓出一身冷汗。正
是因为孔维友严谨而认真的工作作风，
避免了一场难以想像的安全事故。其实
孔维友在平时生活和工作中，他有两种
迥然不同双重性格：生活中，他性格随
和，不拘小节；工作上，他讲原则，甚至让
人觉得不近人情。可在孔维友看来，工作
上的每一个小小疏忽，就有可能让生命
处于险境。只有始终灌输“安全第一”的
思想，在工作中做到严、勤、细、实，只有
不漏过一个疑点、不放过一个死角、不疏
忽一个细节……所以，他始终每天坚持
深入露天工作现场，不仅要管好身边的
事，更要管好身边的人，尤其针对安全隐

患和生产薄弱环节时，他更是慎之又
慎。

他常说：“在安全上多一份保证，
生产上就多一分收获，家庭就会多一
份美满，企业就会多一份和谐。” 在
露天工作十几年风雨无阻的日子里，
他几乎放弃了休息，每天步行在近 2
平方公里的工作区域，不仅要掌握露
天各种资源的分布情况，还要认真查
看露天边坡和道路两侧的安全情况。
孔维友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基层管
理者，我的岗位地点就是露天现场，只
有天天泡在现场，才能对每个工作细
节了如指掌，我在管理时心里才不慌
张。”

由于去年阴雨天气长达近七个
月，露天的生产计划被打乱，要想全
年完成 8 万吨的出矿和 25 万方的
剥离量，靠着仅有的二台挖掘机和
五辆重型车辆来生产，难度可想而
知。孔维友凭借在露天十多年的工
作管理经验，克服雨天车辆不能生
产的因素，就利用挖掘机灵活机动
的优势，形成梯阶式循环作业，利用

挖掘机交替翻运剥离，推进了露天采场
衔接进程，从而为晴天大干创造了条件。
在全年不足四个月的有效工作日里，不
仅创造露天剥离 26 万方、采矿十万吨生
产任务，还提前 2 个月完成全年生产指
标。

该区党政班子这样评价孔维友：“出
色的管理水平和高度的责任感，让资源回
收区度过了一次次生产危机。尽管目前露
天属于边缘性的开采，但孔维友就是一张
‘活图纸’。有老孔在，露天生产就不会存
在脱节，安全工作更有保障。”孔维友在露
天工作的十几年里，不但熟悉露天每一寸
土地，而且他心里装的就是一份责任和一
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

孔维友还有 9 个月就要退休了。10多
年来，他对露天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有
着深深的感情，对露天的一草一石都铭记
在心。一粒砂中看世界，一滴水中见人生。
此时此刻，他没有因为快退休而对这份露
天工作松懈，更没有放弃转换到后勤管理
的想法，而是对矿山一往情深，仍然在默
默地奉献着，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吴文革

站好最后一班岗
———记铜山矿业公司资源回收区安全副区长孔维友

阳春三月，春风吹醒万物，却依然
显得寒冷。当笔者走近铜山矿业公司
运转区维修大院附近，远远地便看见
闪烁着一道道银灰色孤光。一位身材
健魄的中年汉子，身裹棉衣正飞舞着
手中焊把修补机械，他就该区电焊工、
矿业公司生产标兵———吴四大。

参加工作 20 多年的吴四大曾是
矿山井下一名打眼工，2005 年正遇该
公司焊接工处在青黄不接阶段，于是
他被安排到运转区从事电焊工作。为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尽快担付起重担，他
不辞辛劳专心致志地学习焊接工艺技
术。每天 8 小时工作时间，一般人员只
用 3 包焊条，而他甚至要用 6 至 8 包焊
条，从普通的铁板漏斗罐笼缝补，逐渐向
井通筒管道、鼓风、压风与卷扬机等大型
设备焊接与维护。该区作为主要骨干生
产单位，担负着矿山卷扬提升、井下排
水、压风、通风以及运矿破碎等生产，不
仅精密自动化设备多，而且也存在着大
量设备维修。为满足生产需求，及时消除
生产中的隐患，他分秒必争地守护着一
方平安。去年 6 月，持续特大暴雨一直
侵袭着矿山，当时又正逢负 170 米闭坑
复垦，原有的一座排水泵站被拆除，使铜

山露天采区的山洪全部汇集至负 257
米泵站，该公司防洪生产指挥部对此十
分焦虑。区部根据指示专门抽调平常熟
悉维护这条生产的他负责蹲点，正因为
平时工作对维护保养工作考虑周全，生
产细节抓得扎实，在近两个月的持续降
雨面前，整条排水通道安然无恙，为缓解
防洪期间生产压力立下了头功。同年 10
月，该公司新大井直径 377 毫米的排水
管出现严重腐烂，直接影响公司节能减
排指标任务的完成。300 多米井筒内管
道拆除与更换，该公司要求在一周完成。
井筒高空作业非是一件小事，而且对焊
工的技术要求还特别高，危急时刻区领
导又想到他，并强调这次整改在矿山生

产经营中的重要性。他二话没说便投入
工作前期准备。在拆除整个腐蚀管过程
中，烧结的管壁硫磺在高温灼热的氧气
乙炔熔化下，窄小的空间往往是熏得人
连喘口气都很困难，加上井筒浸水与汗
水就连睁眼都感到吃力，考虑高空生产
作业人员拥挤不便，他既当焊工又当起
重工，顺利地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了全部
管道生产更换。近年随着矿山节能降耗
工作地普及深入，一直把材料省耗与修
旧利废当作自己头等大事的他，就更加
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不分工种地甘当该
区设备“保洁员”。经他参与检修更换的
提升卷扬钢绳或放矿漏斗钢板，能节省
的一定节省，该缝补利用的延时更换，每
年可为班组节约材料金费约 4.6 万元，
他也因此多年当选为该公司“岗位生产
能手”“优秀员工”和“安全环保先进个
人”，去年又被该公司授予“生产工作标
兵”荣誉称号。 吴 健

焊花飞舞耀人生
———记铜山矿业公司标兵吴四大

本报讯 为充分调动广大职工
“学技术、钻业务、练本领、强素质”的
自觉性，进一步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
素质，铜冠物流公司 2017 年将在全公
司范围内启动四项技术比武活动。

该公司在 2017 年围绕公路、铁
路、水运和码头等板块重点开展好内
燃机车司机、线路工、汽车修理工等三
项“首席制”技术比武活动和一项财
会人员技术比武。对举办的各项比武
活动，先由各基层单位进行预赛选拔，

在此基础上统一进行决赛。“首席制”
比赛由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组
成，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30％，实践操
作成绩占 70％。

该公司对在“首席制”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职工将授予 “首席制工
人”称号，在两年内，每月给予 200 元的
“首席制工人”技术补贴，同时还在工
资待遇、学习培训、评先评优等方面向
其倾斜。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启动今年职工技术比武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一辆河南牌号的一
汽解放大货车在途径枞阳县周潭镇境
内突然抛锚，打不着火。车主宋先生想
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而这时的天正
下着大雨，路边能够帮忙的人都没有，
怎么办？车主宋先生只得把救援电话
打到了东瑞公司。

当日 8 时 30 分左右，正在值班的
铜冠物流东瑞公司解放服务部经理刘
建华突然接到拨打来的紧急救援电
话。“用户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帮
助用户解决困难，就是我们服务部义
不容辞的责任。” 刘建华没有片刻迟
疑，确定好客户故障位置后，立即带领

修理工李钧、谢骏两名抢修人员急忙
驾车赶往车辆故障地点。当天一直下
着大雨，刘建华与两名抢修人员冒雨
对故障车辆进行检查，在查询、分析出
故障原因后，冒雨抢修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排除了车辆故障，解放大货车终
于能够发动行驶了。而刘建华与两名
抢修人员浑身都被雨水湿透了，但他
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

东瑞公司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和
尽心尽力的举动深深打动了用户。一汽
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在获悉用户宋
先生的服务反馈后，及时向东瑞公司发
来了通报嘉奖令。 吴 斌

铜冠物流东瑞公司冒雨抢修赢赞誉

本报讯 为规范班组建设，强化
班组管理，日前，动力厂举办班组长培
训班。各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各班
正副班长以及厂工会有关人员共 4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邀请了对班组建设有一定
研究、具有丰富的授课经验的安工学
院培训部的曹有志老师授课。曹老师

从集团公司班组建设实际出发，结合
班组建设的理论，就如何做好班组人
员管理、设备管理、现场管理以及做好
班组台账等方面，进行了深出浅出地
讲解，为参加培训人员进一步提高班
组建设管理水平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和
操作基础。

舒兴学

动力厂举办班组长培训班

《周易·系辞下》中言：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在发展面临瓶颈时，必
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和革命。以设备
维修为主业的工程技术分公司金稀项
目部，自成立起就面临如何突破业务
量少，如何才能扭转员工惰性思想严
重的困难局面。为解决这些问题，项目
部领导班子没少费心，通过一年多的
摸索，从内挖潜力、外拓市场、优化人
员组合，转变工作作风等多方面入手，
最终实现项目部由弱到强，从闭关自
守到大胆拓外的转变。今年年初，项目
部特别成立拓外维修小组，专门负责
驻点外业务，并根据不同的业务性质
及业务量配置机动的维修小组成员，
被挑中的维修人员必须业务娴熟，态
度认真细致，服务周到热情，力争在外
围业务上做到高、精、尖，为金稀项目
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运行 4 年首次实施大修的金冠
铜业公司就是在项目部变革的关键期
跃入眼帘。“这是金冠铜业公司成立
以来的首次大修，维修业务不少，有些
业务还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一定要积
极参加，争创佳绩。”去年 12月底，项
目部班子就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布置了
2017 年 1 季度拓外工作的重点。经过
努力，项目部夺得金冠大修重点工
程———2 台阳极炉换热器及烟道安
装，以及 25 台浮选机检修的两个大
项目。

2017 年 1 月 20 日，获取项目成
功的喜悦笑容如昙花一现，随即被严

肃认真的表情代替。“兄弟们，今年的春
节大家肯定是过不好了，为不耽误 2 月
底进行的金冠冷修阳极炉换热器安装进
度，我们必须在 2 月 20 前完成直径 1.2
米、长 80 米的直管和 14 个弯头的卷制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金冠大修是我们
拓外维修小组树立口碑的试金石，我们
要争口气，不能让别人小瞧了，我会带着
你们、陪着你们！”项目部副经理章功爱
用实际行动兑现他的诺言，与拓外小组
一起坚守在一线，年夜饭是在值班室吃
的。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年轻的项目
管理员曹凯，克服家远孩子幼小等诸多
困难，顶着熊猫眼一遍遍修改、完善施工
方案；安全员马不停蹄为大家办理金冠
出入证，准备应急药品、安全标志等；材
料员反复盘点、核对物资，及时上报所缺
工具、劳保品及材料，尽一切力量在大修
开始前备齐各类物资。

2月 17 日，项目部召开金冠大修动
员会，带领全体参修人员认真学习金冠
铜业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号召大家齐心
协力，力争做到“完成一个项目，树起一
面旗帜，赢得一方市场”。

2月 21 日，准备充分的换热器及烟
道安装小组的 9 名作业人员，无阻粉尘
干扰，开始进入金冠精炼车间作业现场，
以人工的方式一点点拆除旧烟道。这些
管道在 5 米的高空，作业空间狭小，造
成焊工曹碧亭、李徽两位师傅必须长时
间保持一个前倾姿势风焊切割，时间一
长腰酸背痛，但他们从没吭过一声，也不
愿多休息，心里只想着：“我们多干点，

别人就能轻松些。”另一头换热器散件
安装现场，技术负责人郜中全老师傅一
遍遍修正着焊接组装的质量，只有吃饭
时，才有时间抽空给家里瘫痪多年的老
父亲打去慰问电话。

2 月 25 日，浮选机检修开始，迎接
6位作业人员的是浮选机槽里遍布掺着
精砂的污水。当班长王绪家站在槽里，挥
着榔头敲击着已生锈的膨胀节时，污水
随着榔头一锤一锤溅起，身上片刻就遍
布黑水，不时有精砂迷眼，但他却不曾停
歇，继续埋头苦干。平时话痨的何后义师
傅表情严肃，工作服早被污水浸透，不时
有黑色的污水渗进脖子，汗水混着污水，
冷热交替，可他眉头都不皱一下，手脚麻
利地更换着浮选机的叶轮、定子和转子
等。

两个检修项目同时进行，忙坏了
“女汉子”王璐。她每天风风火火地办理
各种作业证、联系吊车、拉运工具材料、
协调现场，及时将热乎乎的饭菜交到每
个人手中。不知何时，她白净的脸庞蒙上
黑灰，用手一擦，成了花猫，引来一片善
意的笑声……

本次金冠大修，工程技术分公司共
承接项目 60 余个，其中重点工程 18
项，有多支维修团队奋战在金冠大修现
场，每天都有感人场面涌现。他们和金稀
项目部拓外维修小组一起，用实际行动
迈出变革步伐，阔步向前，毫无畏惧地迎
接着变化多端的外部市场，为工程技术
分公司稳定、长足发展贡献着绵薄之
力！ 单 洁

变革拓市场 新年展新貌
———工程技术分公司金稀项目部承接金冠大修项目纪实

本报讯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
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让教职工
接受传统教育，增强使命意识，为
教育事业再立新功，3 月 26 日，安
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百名教师党
员来到泾县云岭镇，缅怀革命先
烈，回顾战争史诗，感受胜利艰
难。

活动中，该学院百名教师党
员首先来到了新四军烈士陵园，
在该院党委书记石小河的带领
下，在纪念碑前面对党旗，高举右
手，重温了入党誓词，并带着最深
沉的敬意向革命烈士默哀行三鞠
躬，以寄托对革命烈士无限的哀
思和对先烈们无尽的怀念及敬仰
之情。随后，党员们参观了新四军
军部旧址纪念馆、新四军军械修
理所、新四军史料陈列馆。在讲解
员的解说和引导下，仔细观看了
图片和实物资料。革命先烈们不
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中
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
感动了每位党员。此次活动为党
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在参
观过程中深切感悟到先烈舍生忘
死的革命精神。党员们纷纷表示，
将饮水思源，继承先烈的优良传
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记使
命，干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胡 静

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
安工学院党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危化品安
全管理工作，消除安全隐患，杜绝安
全事故发生，日前，天马山矿业公司
多举措强化危化品的有效管控，确
保生产安全有序进行。

该公司组织成立危化品安全管
理小组，建立完善危化品在储存和
使用中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专项
安全台账，健全安全警示标识牌。同
时，安排专人监管定期检查，查隐患
促整改并做好检查整改记录。此外，
该公司还不断加强安全教育和培
训，强化危险源风险辨别意识，提升
全员操作技能，定期进行危险化学
品的事故预案演练，不定期进行检
查，全面落实好安全防范措施，杜绝
安全事故的发生。

朱 艳 肖运宏 刘伟林

天马山矿业公司
多举措强化危化品安全管理

冬瓜山铜矿运
输区加大修旧利废
力度，能修复的设备
一律不报废。针对井
下电机车及矿车在
运输过程中轮对单
边容易磨损的实际
情况，做到进库掉边
再使用；对矿车对轮
面磨损以及轮面小
块豁口的，采用自主
堆焊处理并打磨至
符合安全要求再使
用，不再更换新轮对
或送外维修，延长了
轮对的使用寿命，降
低了材料备品消耗。
图为该区维修人员
正在井下负 875米
维修库对单边磨损
的10立方矿车进行
维修。

左 勇 摄

3 月 27
日，安徽（铜
冠）庐江矿业
公司动力运转
中心组织维修
人员更换罐笼
配重导向绳。
该公司为确保
安全生产，加
大对设备点检
和巡检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
整 改 不 留 隐
患，全力确保
矿 山 安 全 生
产。
夏富青
包 民 摄

3 月 23 日，安庆铜矿开展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无偿献血活动。献血活动进行了
两个多小时，前来参加献血的职工达 90 人，共计献血总量 20000 毫升。

陈 潇 胡耀军 摄

铜冠物流公司铜冠物流园建设以来，园区的运输、仓储、服务等功能得到充分
发挥，并吸引和带动了物流企业的进驻。图为进驻的物流企业正在进行装卸货
物。 王树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