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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刘芳从铜冠矿冶设备
公司转岗到铜冠冶化分公司综合车间
任分析化验工，工作跨度很大。为尽快
适应新的岗位，刘芳虚心向先来的师傅
求教，她不怕脏不怕累，跟在师傅后面
认真学习操作技能，向同事借阅《化验
员读本》等相关书籍，抄写师傅原来的
学习笔记，利用工余时间自学。短短几

个月的时间，刘芳逐渐熟悉了各类化验器
具和分析试剂，很快就能单独作业。

2017 年初，由于人员变动，综合车
间化验工由原来的二十多人减少至 8
人，然而化验工作量并没有相应减少。为
保障生产的有序进行，刘芳主动承担了
原料、生产样、环保样、胺液等一系列样
品的检测工作。她严于律己，不敢有一丝
一毫的马虎。有一次刘芳在化验铁精砂
的铁含量时，两次连续测定的结果相差
0.36，按照公司要求误差不超过 0.4 即
为有效数据，可以进行上报。但刘芳认为

试验结果反应了生产现状，只有更加
精确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生产，于是她
又反复多做了几组，直到试验的结果
极为接近才罢手。

化验分析接触最多的是强酸、强
碱和其他有害试剂，此外还经常用到
电炉、燃气等高温设备，这就要求在日
常化验工作中时刻都要把安全放在第
一位。每次上班时，刘芳都要穿戴好劳
保用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下班
前，刘芳会把化验室巡视一圈，确认试
剂整理归位、仪器切断电源后，才放心

地离开单位。安全生产，重在防范，刘芳深
知这点。工作中，她不仅注重做好自身安全
的防范，还把积极查找并排除工作环境中
的安全隐患视为一项重要的己任。去年 3
月的一天，刘芳像往常一样到硫酸车间现
场取酸，在登上取酸平台时，她敏锐地发现
楼梯上捆绑的麻袋有一些松动，马上向有
关领导反映，很快得到了处理。去年 10
月，刘芳在硫酸二期现场取样时，发现成品
酸输送管道有漏酸现象，立即向硫酸车间
主控汇报，泄漏的管道很快进行了处理，消
除了一大安全隐患。 方 超

把安全记在心上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安全先进个人刘芳

100 天能做些什么？已进入退休
倒计时的门曰明从来没考虑这问题。
老门是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一名普通
的维修工。4 月 25 日上午，老门开完
早班会后，就匆匆换好劳保用品，带上
工具和备件，下到负 613 米中段东部
采场，处理因转向缸缸头断裂而“趴
窝”的 6号铲运机。

这天离老门正式退休正好还有
100 天。负 613 米中段东部采场，含
硫高、温度高、空气不流畅，空间狭
窄，无法固定吊装工具，要想修复
“趴窝”的 6 号铲运机，难度非常大。
老门和另两名同事把固定在横梁上
的销子冲掉，通过人力抬出断掉的转

向缸。拆卸容易，但安装新液压缸可就
没那么简单了！首先松掉横梁上的 6 根
10.9 级的螺栓，拿出横梁，把转向缸缸
头斜插入 25 公分宽方孔里。老门用锚
杆用力抬起缸尾，两名同事立即穿上两
头的横梁螺杆，最后装缸尾部销子、接
油管、对缸头穿销子。直到 14 时许，
“趴窝”的铲运机终于重焕生机，而老
门和同事们的工作服已被汗水和油污
浸透了。

100 天还能做些什么？老门从来没
有想过，他依然还和往常一样，不急不躁
地干着自己分内的事情。老门工作已有
34 个春秋，123 个 100 天在岁月的年轮
中飞驰而过，看似波澜不惊，却使一个血

气方刚的小伙用最美好的青春诠释着平
凡而充实的人生。34年来，老门的工作
岗位一直在井下，他干一行爱一行，对于
工作，他从不挑剔。老门曾打过眼、放过
炮、出过矿，最后干修理却是七、八年的
事。刚开始接触铲运机对大家来说如同
盲人摸象，好多人望而生畏，老门却主
动应战，成为单位年龄最大的铲运机维
修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老门从传动
轴螺杆的粗细到液压油管接头的螺纹
都一一记在心里。在处理制动泵不制动
时，年轻的师傅通常都把本侧的轮胎扒
掉，戴上防油手套，拆油管换泵，老门通
过观察分析，采取垫高对侧轮胎，使车
桥倾斜，自己趴在轮胎上，撸起衣袖，直

接把手伸进去，根据手感确定孔位子，
用工具把泵拆下来。这些活看起来非常
简单，干起来却十分繁琐，小到一个灯
泡的更换，大到发动机的现场维修，老
门都是一抹不挡手。老门没有惊天动地
的工作业绩，没有感人肺腑的豪言壮
语，有的只是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满腔
热忱，他以朴实的劳动赢得了同事们的
尊重和认可。

100 天说长已不长，转瞬即逝，同事
们劝门曰明多休息，但老门却说：“干习
惯了，只想着干好每一天工作，看到铲运
机安安稳稳地出库，心里踏实，退休到时
候再说！”

余 飞

老门的 100 天
———记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工门曰明

本报讯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
党委认真部署庆祝建党 96 周年系列
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先进
性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
步提高两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七一”前夕，该公司将举办一次
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活动，由党委主
要负责人带头讲一次党课，班子其他
成员到联系点上一次党课。该公司要
求领导班子成员通过深入调研，结合
实际亲自动手撰写讲稿，为党员上一
堂生动的党课。

“七一”期间，该公司党委要求各
党支部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党员活动
日”活动。通过围绕单位生产经营、降
本增效、设备管理与维修、安全环保等
重点工作，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技术攻

关和劳动竞赛，彰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开展党员义务奉献日活动，并建立

长效机制。该公司要求各党支部认真排
查本单位党员的家庭情况，建立困难党
员动态电子档案，“七一”前对特别困难
党员家庭进行走访慰问。

开展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新
党员、优秀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参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过一次专题组织生
活。同时，各党支部将开展“重温入党誓
词，争做合格党员，奉献冶化”专题组织
生活会。

以党支部为单位，该公司在党员中
开展“讲看齐，亮身份，作表率”活动，进
一步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责任意识、自
律意识和表率意识，使党员意识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树立党员良好形象。

陈 潇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部署系列活动迎接建党 96周年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 17
名保卫人员在会操仪式上，依次展示
了立正、稍息、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
和擒敌拳等规定动作。为进一步提高保
卫人员的整体素质，强化队伍纪律作风
建设，提升队伍战斗力、凝聚力和集体
荣誉感，该矿保卫部于 5 月下旬集中

17名保卫人员开展军训体能活动。在军
训过程中，所有参训人员严格遵从教官的
安排。训练从基本的立正稍息、停止间转
法等项目开始。队列中大家不畏烈日，在
骄阳之下身姿挺拔、身形矫健，动作整齐
划一，干净利落，展现了矿山保卫人员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蔡东明

冬瓜山铜矿保卫部开展军事体能训练

本报讯 6 月 2 日上午，铜冠建
安公司组织近六十名职工在该公司基
层单位厂区内集中开展消防应急演
练。此次演练重点对干粉、二氧化碳两
种灭火器和消火栓的使用进行了讲

解，并开展了灭火实战演练。该公司希望
通过此次演练的开展，使职工掌握和运
用消防器材，扑灭初始火源，提高职工的
消防安全意识。

李海波

铜冠建安公司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6 月 2 日 8 时刚上班，冬瓜山铜
矿综合楼负一楼正 52 米井口管理站
内，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下井作业人
员一个接一个：这个区要带人入井维
修、那个单位要带人入井进行风机调
试，这个定位卡没磁要测试，那个答题
机死机要重启，都马虎不得，把几个维
护人员忙得团团转。

这时，一位带红帽子的检修工人
轻车熟路地来到管理站后面的钥匙
柜，伸手就将钥匙取了下来，准备自己
打开外来人员通道门下井工作。

“你干啥？站住！把钥匙给我放回
来！”说话的是当班人员洪玲，47 岁
的大姐，耐心细致，人耿直、心肠好，别
人怕做的她不怕，别人不敢管的她要

管，大伙私底下送她一绰号———“管
家婆”。

而这位私拿钥匙的检修员工老
杨，是一位从事设备检修 30 多年的
老技术员，工作上从未出过差错，技术
上的权威，在检修系统一提起老杨师
傅，人人都竖大拇指。今天老杨师傅带
人下井调试设备时，见井口人多事忙，
便准备自己取下钥匙从专门通道下
井，不枓被眼明手快的洪玲逮个正着。

听见洪玲一声吼，刚把钥匙取下来
的老杨吓了一跳，脸“唰”地红了，乖乖地
把钥匙挂了回去。“不就一把钥匙，至于
吗？”他回过头，带点不屑地神情说。

“虽然只是一把钥匙，但你也得按
我们的管理制度来。”洪玲解释说。

老杨自知理亏：“我不是看你们
正忙着吗？”

“忙是没错，但不管是谁，首先要
经过维护人员的许可，还得要履行登
记手续，哪能自己随便拿！”洪玲边说

边拿出了入井登记本，详细询问老杨带
人的事由、工作地点、几人、并要其单位
领导签字后，详细交待注意事项一定要
带好人。

一直忍耐的老杨终于火了：“我工
作了 30 多年，难道还不知道安全措施
和注意事项，要你唠叨个不停？”

“杨师傅，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也
相信你不会出错，当然这是好事。可俗话
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这样做，正是
要让你这个智者没有一失。再说了，入井
登记是我的职责，我得为你的人身安全
负责啊！你平安我们大家才能平安！”

听到这话，刚刚还火气蹭蹭直冒的
老杨，一下子气消了，“小洪啊，看来我
是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今天在你这里
上了一课，我心服口服！你这’管家婆’
的名号当之无愧呀。”

“管家婆？”第一次正面听到这个
称呼，洪玲的脸也红了，她害羞地笑了
笑。 胡敦华

“管家婆”

本报讯 5 月 31 日中班，随着井
下负 790 米中段Ⅰ号、负 850 米中段
Ⅱ号回风机站安装完成并试运行成
功，标志着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
程通风系统初步完善。

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程，是
集团公司重点工程，自 2011 年 4 月
份动工 6 年来，以铜冠矿建公司冬瓜
山项目部为核心力量的参建各方，克

服了深部开拓工作面温度高、岩石条
件差、水文地质复杂、时间紧、工作
量大、运输线路长等重重困难，为冬
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程关键接点
按期完工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
该通风系统工程关键接点的如期建
成，完善了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
工程通风系统，将为冬瓜山铜矿床
开采续建工程安生生产创造良好环

境，为冬瓜山铜矿深部采矿接替和年
度铜料生产任务的完成，打下坚实的
基础。

鑫铜监理公司冬瓜山续建工程项目
监理部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对该通风系
统工程进行了全面预验收，工程质量全
部合格。6月份该通风系统将进入设备、
系统运行完善阶段。

罗建华

冬瓜山铜矿床开采续建工程通风单系统安装试运行

本报讯 日前，按照集团公司党
委总体部署，铜冠地产公司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开展了多种形式
的“党员活动日”专题活动。各党支部
通过集中学习、参观红色基地、党课教
育等形式，将党员活动日工作落在实
处，为“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提供
了有力保障，也为“讲政治、重规矩、
做表率”专题教育活动夯实了基础。

日前，在各党支部自行开展的基
础上，该公司党委组织了题为“文明
在我心 地产伴我行”的专题活动日，
结合公司目前开展的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紧扣“做合格共产党员”这一中
心，组织二十多名党员来到东湖绿化
基地，开展义务除草、场地整理等活
动。 陶 敏

积极开展“党员活动日”专题活动
铜冠地产公司

本报讯 技术中心团委以“强队
伍、促工作”为思路，按照《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的要
求，通过开展五项工作，引导广大团员
青年自觉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企业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深
化“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开展 “青春之声，榜样的力
量———青年成长故事分享会”。优秀
青年代表分享各自成长成材的经历，
鼓励青年及新进大学生在工作中善于
激发青春活力，为自己的梦想添彩，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奋斗。

开展 “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年
《朗读者》比赛，通过朗诵励志书籍、
诗歌、散文等，达到以文化感染青年，
鼓舞青年，教育青年的传导作用，进一
步引导技术中心团员青年不忘初心，
随党前行。

开展健康有 YOUNG 绿色闯关。
创建团员先锋岗（队），开展保健急救
知识讲座，增强青年员工自我安全与
保健意识，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提倡科
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青年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掌握救人技
能，养成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以强
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充沛的精力更
好地工作和生活。并以青年喜闻乐见
的游戏闯关方式，开展以“安全环保”
为内容的绿色闯关，达到公益健身、提
高青年安全、环保意识，宣传安全环保
知识的目的。

以 5S、安全环保等为主题开展
手机随手拍活动，使青年立足岗位，
积极发现和关注身边的安全环保和
自身环境，传递正能量，充分认识安
全环保的重要性，达到“人人关注安
全环保”、“安全环保在身边” 的自
觉性。

继续开展安全环保宣传志愿服务
和青年电子低碳行动。

张 蓓

五项工作深化“一学一做”教育实践
技术中心团委 铜冠投资神虹化工公司副经理王仲兵日前正在查看固体硫化钠库存。王仲兵作为该公司负责产品营销的副经理，身上

有着一股拼抢客户的韧劲、开拓市场的闯劲、研究分析业务的钻劲，这使得他对集团公司和省内外几十家客户硫化钠产品
需求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带领下，该公司营销工作一年一个新台阶，一年一步新跨越，在确保集团公司内部市场供应的基
础上，外部市场销售量以年均 20%以上的增速快速提高，目前已达到总销售量的 50％以上，促进了企业跨越式健康发展。突
出的个人表现，使他登上了集团公司 2016 年度优秀市场营销工作者光荣榜。 王红平 陆文武 摄

凤凰山矿业公司为了让困难家庭的孩子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儿童节，让
其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该公司在“六一”期间开展了为孩子们送爱
心购书卡活动。 夏富青 段 青 摄

5 月 27 日，冬瓜山铜矿采矿工区党支部 18 名党员放弃休息时间，撸起袖子，
拿起铁锹，挥起扫帚，在井下负 850 米 58 线穿脉巷道内参与文明创建（如图）。当
日，参加“党日”活动党员共清理淤泥、废石等杂物近 10 吨，创建巷道长度达 200
米。 李志勇 摄

6 月 4 日，笔者在义安区南湖路看到，三台大型挖掘机在封闭后的南湖路玉
带河流域整治工程现场紧张施工（如图）。据悉，此项工程包括南湖路快车道下新
建 1060 米的玉带河附沟、连通北湖至玉带河的箱涵以及玉带河的清淤、疏通，新
建调蓄池、闸门等。工程完工后，将彻底改变该地区居民遭受洪水浸害，改善居民
的居住环境。 殷修武 摄

综 合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