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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待工作恪尽职守，每天携带放
大镜对每个带卷一丝不苟进行仔细检
查，去年累计质检达 3000 多卷；他又
甘于奉献，每月为质检工作连班加点达
40个工作日，他为所在公司产品综合
成品率较上年同期提高2%，直接经济
效益达1000多万元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集团公司“优秀岗位能手”获得者
杨智去年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做勤奋学习的表率。杨智系金威
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质量巡查员，主要
从事生产过程质量的检查控制和关键

产品的质量跟踪工作。一线操作人员到
质检巡查，杨智能出色地完成身份的转
变，除了在原岗位优秀的表现，更多的是
来自于其不断学习和勤于钻研。他不仅
工作之余自购、借阅大量与工作相关的
书籍资料，在工作中还同技术人员讨
论请教，相互学习促进，提升理论基
础；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积极学习上下
游生产工序、机组的生产情况，不断实
践和提高；同专检人员一同观察讨论
质量问题，不断提升自身判断检测能
力，终于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做攻坚克难的先锋。产品表面白点、
起皮等问题始终是困扰生产、质检人员
的一个重大问题。杨智平时通过跟踪观
察，认为问题出现在坯料上，并对铣面机
组进行重点监控，通过现场跟踪和测量

找出铣面厚度与表面质量之间的关系。
他创造性地提出在铣面机组“大油量二
次铣”的方法，大大提高了铣面后表面
质量，为后序加工提供了稳定、合格的坯
料，有效降低了料卷表面起皮、白点等缺
陷，产品的综合成品率提高了 2%。

做创新工作的榜样。近年来，该公司
主推的合金产品 C1921，由于表面经常
性出现鼓包，成品率始终难以提高，客户
反映不好。杨智连续通过 5个月对生产
的近百卷 C1921 产品的全程跟踪，发现
表面鼓包症状归根于合金铣面时。杨智
便提出更改 C1921 的生产工序，彻底消
除了该缺陷，综合成品率大大上升，为格
里赛、顺德等公司提供了质量优良的产
品。为达到客户表面粗糙度要求，杨智通
过技术攻关改变砂轮的磨削工艺，摸索

找到了适合客户粗糙度要求的磨削工
艺。现如今，该公司生产的产品表面粗糙
度的控制已经达到高端电镀客户的需
求，而且不影响带材轧制产生打滑和表
面拉毛现象。

做团结同志的楷模。杨智作为“老
同志”，对其他员工的问题总是积极认
真地回答，帮助理解和认识，并毫无保留
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告诉他们。在工作
中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和超前的认识，
当与其他员工意见产生分歧时，他从不
刻板死守，据理力争，而是更细心更认真
地分析，从事实中取证据，在结果中明真
理。他这种明晰事理和和蔼的工作态度
不仅使工友对存在的问题有深刻地理
解，更取得了同事和领导的信任。

夏富青 黄军平

他在“四做”中提升自己
———记集团公司优秀岗位能手杨智

本报讯 日前，稀贵金属分公司
加强和改进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针对
当前形势和单位实际，制定了网络意
识形态及舆情处置实施办法，力求把
握舆论宣传引导主动权，牢牢掌握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
权，确保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让党的声
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

该公司成立了网络意识形态及舆情应
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该
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梁海卫担任，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担任副组长，另有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具
体统筹协调组织网络宣传管理和舆论引导
工作，推进网上正能量传播，提升传播力和
引导力，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在对重大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处理
上，该公司也未雨绸缪，成立了新闻发布组，
确定新闻发言人制度，统一对外信息发布
内容口径。同时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针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规定分公司各
相关部门要相互协作、相互沟通，制定详
尽的判断标准和预警方案。该公司规定，分
公司党委领导班子对本单位网络意识形态

及网络舆情预警负主体责任。领导班子主
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直接主管的班子
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
责人对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
自处置；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
承担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分工，按照“一岗
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单位的网络意
识形态及舆情应对、处置。 章 庆

稀贵金属分公司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和舆情处置工作

本报讯 “爸爸！快点儿起床，带
我去买《吹牛大王历险记》。”6 月 1
日，正上一年级的袁凌手里握着购书
卡，早早地缠着父亲———井下台车工
袁杰。这是冬瓜山铜矿计生办“六一”
期间开展的“童心圆梦”读书活动的
缩影，也是助力“书香矿山”系列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

该矿计生办以读书、学习、培训为
主要形式，在“三八”节、儿童节、国庆
节等时间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今
年“六一”前，在“童心圆梦”读书活
动中，矿计生办为 19 个基层党支部
办理了近 300 张面值为 100 元的购

书卡，发放到年龄在 16 周岁以下的矿
工子女手中，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勤读书、
爱学习的种子，长大后实现儿时梦想。
2004 年至今，该矿每年都积极开展“关
爱女孩”活动，累计关爱女孩人数 1600
余人，累计金额 20 万余元，让孩子们体
验到节日的快乐，也让广大职工深切感
受到矿山对职工子女的关爱之情。同时，
在国际妇女节、国庆节，安排计生兼干、
计生宣传员和新进矿的大学生、退伍军
人及适龄青年，参加计生讲座、培训、考
试，发放计生法规汇编和婚育知识手册，
学习掌握计生政策和优生优育知识。

潘 琴 李志勇 史宝珍

冬瓜山铜矿“童心圆梦”助力“书香矿山”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公司金
隆车队为加强对抱罐车运输安全的管
理力度，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
力，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组织
开展了抱罐车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主要承担
着金隆铜业公司原材料、产品进出的
运输任务。由于抱罐车运输属于危化
品运输，该车队应急演练模拟抱罐车
在运输渣罐时，因设备故障、人员操作
失误，导致渣罐内高温液体渗出，引起
车辆表面着火。参加演练的抱罐车驾
驶员一方面立即放下支腿并将车辆熄
火，同时迅速取出灭火器进行灭火，以
阻止火势的进一步蔓延，另一方面随

即向车队汇报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发生高
温液体渗漏导致车体表面起火的情况和
现紧急处理过程。接到报告后，车队立即
调配车辆携带消防水带及修理人员和安
全员赶往事故现场，协同有关人员用消
防水带接上最近的消防栓进行灭火。在
进行灭火的同时，抱罐车修理人员也积
极做好检查维修车辆的准备。2分钟后，
车体明火被扑灭，经修理人员点检后，确
认车辆受损程度轻微，可以继续正常工
作。车队安全员在检查车辆及现场后，宣
布隐患排除，演练结束。通过演练，不仅
检验了现场应急处置预案和应急器材的
配备情况，而且也提高了职工的反应速
度和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吴成应

铜冠物流金隆车队开展抱罐车消防演练活动

本报讯 5 月 27 日上午，铜冠矿
建公司团委组织团员参观铜陵市城市
展示馆并在团旗下举行了庄严的重温
入团誓词活动。

此次活动是该公司团委开展“不
忘初心跟党走，青春喜迎十九大”系

列活动中的一项。通过重温入团誓词和
参观城市展示馆，让团员感受城市建设
的沧桑巨变和肩负的时代使命，积极投
身企业和社会发展建设中，在奉献中贡
献青春与活力。

王惠蓉

铜冠矿建公司团委组织开展重温入团誓词活动

本报讯 自从集团公司召开推进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工作会议后，仙人桥矿业公司积极响
应，该公司 5 月 3 日召开党总支会
议，5 月 11 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就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布置；5 月
17 日，该公司中心组实施专题学习讨
论；5 月中旬，该公司各个党支部通过
“三会一课” 等多种形式对集团公司
会议精神进行进一步宣传贯彻，组织
党员进行深入学习。

一个月内，此项活动密集地 4 次
全方位动员与贯彻，在该公司尚属首
次。

为了贯彻落实好这一主题活
动，该公司结合实际，首先认真研究
并制定了 《仙人桥矿业公司关于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的实施意见》和《仙人桥矿业
公司关于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开展“讲政治、
重规矩、作表率”专题教育的实施方
案》，在该公司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
行专项动员部署的基础上，各基层
党支部和党小组层层组织党员进行
传达学习，并结合基层情况，讨论制
定支部和个人实施方案和学习计
划。目前，该公司“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正按照实施
方案有条不紊地有序推进，该公司
各党支部，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
织生活、“党员活动日” 为基本形
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
本依托，结合上级要求和该公司季
度学习安排，做好学习计划。

在学习形式上，除了采取集中学习
的形式外，该公司还运用收看网络党课、
党支部书记互授党课等形式组织学习。
5 月中下旬，各党支部分别组织开展了
“三个一”活动。为深化学习效果，该公
司近期将邀请集团公司有关领导和专家
为全体党员干部授课，并将其纳入“讲
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教育学习内
容，使全体党员受到轮训，确保学习教育
全覆盖。

目前，该公司党总支研究决定，原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协调小组继续保
留，人员进行了部分调整。该公司党总支
书记任组长，副书记（总经理）任副组
长，班子成员中党员干部以及党群部、行
政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大大增强了活
动的领导力量。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仙人桥矿业公司全方位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 5月23日，金冠铜业分公司电
解党支部组织10多名党员干部，开展今年
来的首个“党员活动日”活动。

该党支部将党员分成两组，一组作为
轮值安环员对生产现场进行安环隐患巡
查；其余党员组成清理小组，对电解槽下
地坑进行清淤。清理工作中，党员们分工
明确，工作起来有条不紊：三名党员将阳
极泥从槽中清理出来，槽上党员马上进行
装袋，并运送到指定堆放点进行回收……

今年以来，该公司党委把全面落实党

的基层组织制度和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相结合，抓紧抓实，并确定了每月23
日为“党员活动日”。该公司党委要求各基
层党组织结合实际，以“党员活动日”为中
心平台，围绕组织生活、教育培训、志愿奉
献、党内关怀帮扶等为活动内容，全面推动
基层党组织建设更为规范化、标准化。

该公司党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以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
员等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采
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教育党员与服务

群众相结合、支委班子议事与组织党员活
动相结合的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丰富形
式、扩大覆盖，增强党组织活动的实效性。

在开展“党员活动日”的同时，该公司
党委继续深化“党员示范岗”活动内容，持
续开展“党员突击队”、“党员身边无违
章”、“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身边无浪
费”等活动，把确保全面完成年度任务作为
衡量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标准，激
励党员干部为生产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陈 潇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开展“党员活动日”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详细记录交接班事项，是每位
班长的“必修课”。 5 月 26 日中
班，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充填二班班
长孔祥兵在填写交班记录时，竟然
把当班的产量忘记录了，这是咋回
事呢？

孔祥兵担任班长已有六年多
时间，书写交接班记录可谓是轻
车熟路的事情。而且工友们还知
道他有一个习惯，即每天下班回
家后，还要在自家电脑上整理出
当班安全生产小结, 以及认真谋
划好下一班次作业计划，他才肯
休息。

“整理生产小结、编排作业计
划，绝对离不开‘产量’这一重要
数据，更何况是填写交接班记录
呢,莫非是他偷懒了?”

“我仔细翻看了孔班长那天的
交班记录，密密麻麻记录的全是当
班处理顶帮板的内容。”

“哦，我知道了，大概是写顶帮
板的‘笔墨’多了，一时‘疏忽’，
就把记录产量这档子事给忘了。”

下班途中，几位惦记当班充
填产量的工友，仍振振有词地议
论着。青工小刘还一字一句地回
忆起孔班长的交班内容：“今天，
在撬除井下负 790 米中段 47 线
顶帮板浮石时，真的让我大开眼
界” 原来当天中班，维修综合班
支柱工吴咸会正带领工友小李在
负 790 米中段 47 线巷道排除一
处顶帮板隐患故障时，站在一旁
协助的小李怎么也看不出顶帮板
有松动的破绽，甚至怀疑是不是
听错了派班地点。这一幕刚好让
途经此处的孔祥兵看个正着，只
见吴咸会耐心地解释说道：“这
块顶板，单从其若隐若现的裂纹
看，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但如果用
找顶钎轻轻敲击，貌似牢固的外
表就立马露陷了，因为它发出的
沉闷声，说明这就是一块浮石。”
孔祥兵还在交班簿上写道：“当
吴咸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足
有一平方米的浮石敲落时，大伙
连连夸赞吴师傅不愧是顶帮板的
‘狙击手’。”

为了让大家 牢记 这次顶帮
板故障排除要领，孔祥兵不仅在
班组二次派班会上 反 复 强调 此
事，还饶有文采地在交接班记录
本上“创作”一番，并且故意将
当班各采场充填产 量 一 览表 空
缺不填。

青工小刘忽然茅塞顿开地说
道：“孔班长能够一字不落地记
录下当班顶帮板排除全过程，又
怎么会偷懒或遗漏几组数据呢？
这是他的欲盖弥彰反用法。因为，
疏忽了产量，我们还有努力的机
会，但如果忽视了安全，拿什么也
无法弥补了！”小刘的一席话，立
即引起工友的强烈反响，大家纷
纷承诺不辜负孔班长对安全的良
苦用心。

汪为琳

孔班长的“疏忽”

铜冠电工公司职工日前正在漆包线生产中查看聚酯漆使用情况。针对漆包线生产中使用的改性聚酯漆成本较高的压
力，铜冠电工公司漆包线分厂技术人员提出了在高速机上用聚酯漆替代改性聚酯漆的合理化建议。为此，该公司与艾维特
电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出专用聚酯漆，使用这种专用聚酯漆不仅保证了漆包线性能稳定，主要指标还高于国家标
准值，同时，专用聚酯漆与改性聚酯油漆相比，每吨价格便宜 4000 元，较好地降低了生产中油漆使用成本。该建议由此获得
集团公司 2016 年度合理化建议二等奖。

王红平 芦广胜 摄

5 月 30 日是“端午节”小长假最后一天，铜冠建安防水防腐公司奋战在集团
公司重点工程奥炉建设现场的员工没有休息，在工作现场研究部署 6 月份施工方
案。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陈玖生 摄

近日，天马山矿业公司党群综合党支部组织支部全体党员进行集体宣誓，重
温入党誓词。该公司党委充分利用“党员活动日”，通过开展“讲政治，我们怎么
讲”专题讨论、普通党员微党课、老党员上党课和部分党员对标发言等多种形式，
让每位党员在受教育的同时，深刻体会作为党员的责任，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党内活
动的积极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夏富青 朱 艳 摄

日前，安工学院与华胜集团共同举办的第三期华胜班开班，此次共有 107 名
学生参加培训，其中汽车维修班 79 人。此次该院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和“奔驰、
宝马、奥迪”汽车专修的华胜集团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推动该院学生社
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与就业实习，也为企业培养更多具有高专业实践能力的技能型
人才和营销服务型人才。

陈 潇 徐婧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