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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9 日上午，中国共
产党安徽省代表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选举产生安徽省出席党的十九大
代表57名。在报经中央审批同意后，他
们将代表安徽 354万多名党员出席党
的十九大。其中，集团公司员工王爱荣
同志当选为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王爱荣，女，汉族，1970 年 8 月出
生，安徽枞阳人，1992 年 7 月参加工
作，200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学历，现任铜陵有色稀贵金属分公
司高级技术主管。参加工作 25年来，她
始终坚守在科研创新第一线，辛勤的汗
水浇灌出累累硕果。1998 年，她参与建
设了 400t/a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综合回收出金银铂钯硒铜 6 种有价
元素。2007年，她利用新技术新工艺主
持建设了 4000t/a 铜阳极泥资源综合
利用工程，又综合回收出金银铂钯硒铜
碲锑铋 9 种有价元素，为企业节约投资

近千万元。2010 年至 2015 年，她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通过自主研发、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掌握了副产
品精加工技术，相继生产出二氧化硒、精
钯、精铂、精碲等产品，技术水平在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她的各类研究成果先后
荣获铜陵市科学技术二等奖、安徽省重
大合理化建议项目和技术改进成果奖、
安徽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一种湿法处理卡尔多炉

精炼渣的工艺》等 2 项成果被授予国家
发明专利，并在国家级科技类核心期刊
公开发表技术论文 12篇。

王爱荣现还兼任铜陵市第十一届妇
联副主席，2011 年 12 月曾当选为铜官
山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近年来，
她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曾荣获集
团公司优秀科技工作者、铜陵市妇联系
统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等
多项荣誉。 祖 轩

集团公司员工王爱荣当选安徽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在长 366 米，宽 99 米，施工面积
3 万多平方米的偌大厂房框架里，有
色建安钢构公司投入的近 40 名施工
骨干在这一片宽阔的建设现场竟然显
得人声寥落。走近细看之下，每一位员
工额头汗水涔涔。这是雷雨过后相对
清凉的早晨。

距离现场泥沼的“地面”12 米高
的悬空落差，6 位身强力壮的钢构员
工死死紧拽着手中粗大的麻绳，200
多斤的“C”形金属檩条正悬于七八
米高的半空中，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拉
起、提升，直到稳稳地落在十几米高的
横梁上。

这是近日记者在市狮子山开发区
栖凤路的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
年产 50000 吨高效节能精密铜管信
息化生产线项目钢结构安装工程现
场，见到的一幕幕场景。

今年 5 月初，经过多轮激烈竞
争，位于铜陵狮子山区开发区总建筑
面积约为 38916.4 平方米的海亮铜业
公司新建厂房，终于被铜陵有色钢构
公司一举中标。一个是铜业企业里的
著名企业之一，一个是钢结构制造安
装企业里的翘楚。在承建与被承建的
偌大工程上，从工期，质量，安全，到人
员素质，现场施工细节，环境要素，双
方都提出极其严格的标准与要求。
“简单举几个方面就能知道，工程设
计抗震设防烈度必须要达到 6 度，车
间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丁类，耐火等级
为二级，厂房生产类别为丁类。你看，
现在是梅雨季节吧，就连施工前如何
安排好雨季施工项目、不宜在雨季施
工的工序，如钢构件安装、防腐、焊接
等，每天我们都要尽量避开雨天施工。
工期这么紧张，无法避开时，想方设法
也要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并做好安全
技术交底······”现场施工项目经理
邢润生告诉记者：每一周，甚至每两三
天，他们都要根据雨季施工项目编制
好当下雨季施工措施，所需材料也是

在雨季施工前准备好。早上，晚上，都要
检查施工现场及生产生活基地的排水设
施，疏通各种排水渠道，清理雨水排水
口，保证排水通畅。

5 月 16 日正式进厂，9 月份就必须
竣工———这一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正常施
工进度起码得 8 个月以上工期的偌大
工程，建安钢构公司参与建设的员工只
有从点滴处压缩自己休息时间，拉长有
效工作时间。早上 7 点，大家伙开始到
场，晚上 7 点陆续下班。12 个小时的工
作时间里，只有中午 1 个小时，用来吃
盒饭顺带稍加休息。客观天气原因可能
延误工期的话，赶紧在室内做好吊装的
各种备件或基建材料。从 5月 16日，到
6 月 22 日，钢构公司参战的员工总共因
为天气原因在施工现场 “休息” 了 6
天。这 6 天，则又全部被用来在室内帮
忙，连班加点制作吊装件。

“有几个想不到”，海亮铜业公司负
责现场监督与协调的陈经理手指偌大的
场地深思熟虑一字一句道出:(铜陵有
色) 钢构公司质量自然不用担心，（我
们）开始最担心的是工期。就这黑色的
高帮靴，这全是黄黏土的现场，一脚踩下
去，拔出来，力道都有五六斤吧？！沾满黄
泥巴的双脚怎么也有十几斤重，就算迈
着腿一天来回走上几十趟上百趟，人都
累得不行。他们每天要在环境里肩抬手
扛，吊升，工期神速。

“挣来一个工程我们都知道非常不
容易，再苦再累，都会忍着保质保量保证
工期的去做好，”双手紧握着 20多毫米
的粗大麻绳，正在吊装数百斤中系杆的
周斌和陈杰，在片刻休息的间隙摊开手
握的麻绳，“一天一换！为了安全呀。现
场都是泥巴，水一泡，直径起码 30 多毫
米，手掌的皮一层层地被绞了。”

“说不苦，假的！为什么要这么拼？
要吃饭呀。从领导，到具体操作人员，争
取一个工程如今有多难！做好了，品牌更
响亮。做好了，说心里话，也有自豪感。这
里原本一片荒滩，发臭的小池塘，如今，
一个现代化集群的偌大厂房在我们手里
快要诞生了！”当日细雨中，钢构公司负
责现场施工的汤应国苦中作乐地开怀比
划着。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马能飞

这里，比钢结构更硬的是信念
———建安钢构公司鏖战海亮铜业建设现场见闻

日前，铜冠房地产公司举办了一期消防安全培训。专门邀请市消防专业人员
为员工讲解消防知识、常见的火灾隐患该如何预防和整改，以及基本的疏散和逃
生方面的技能。通过培训，各兼职消防员、重要防火岗位员工增强了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了消防应急处置能力。图为教官向学员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

董 焱 华庆九 摄

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工郑贵怀（右）和徐矿明（左）师徒俩正在对负
568 中段的 6 台铲运机线路进行整改，重新编制电路图纸，解决因采场高温、潮
湿、颠簸等因素对铲运机控制电气线路的影响。该矿业公司积极开展“导师带徒”
活动，通过一对一的“传、帮、带”教学手段，促使维修人员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得
到提升。 余 飞 摄

本报讯 日前，安庆铜矿开展了
一次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邀请了
集团公司纪委来矿为大家讲习近平关
于党风廉政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矿领
导、副科以上管理人员以及在矿山涉
及人、财、物管理岗位人员聆听了讲
座，100 名党员干部及关键岗位人员
分别在《廉洁从业承诺书》上签字承
诺。

专题讲座报告会上，首先大家回
顾了 96 年来党的光辉历史，讲座从
“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十八大以来我
党反对腐败和从严治党的力度、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等多方面多角度深刻
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伟
大思想，教育每名党员要坚定理想信
念。通过专题辅导讲座的开展扎实推
进矿山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增强广
大党员管理人员拒腐防变、廉洁从业
思想意识和法制观念。

该矿坚持把廉洁从业教育放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首位，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教育阵地，
不断深化党员管理人员廉洁自律教
育、法制意识教育和廉洁预警教育，增
强全矿党员管理人员廉洁从业意识，
构筑坚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该矿把经常性教育和针对性教育
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
坚持两级中心组理论学习和支部“三
会一课”制度，在落实好廉洁文化进
企业、进车间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廉洁
文化进家庭、进班组活动，适时开展创
建廉洁岗位、争当廉洁先进等廉洁文
化传播活动。

基层党支部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
习重温 《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准
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与集团
公司加强作风建设 23 条规定和安庆
铜矿“十六不准”，不断强化党员管理
人员的廉洁从业意识，从而教育党员
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守住法纪底线，远
离贪腐红线。

该矿围绕矿山中心工作，切实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通过完
善责任机制、深化廉洁教育、严格效能
监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强化企业党
内教育监督与执纪问责，持续保持纪
律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新常态，
为矿山科学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
保障。

胡耀军

安庆铜矿自我加压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日前，金隆铜业公司采
取系列举措，丰富安全生产月安全文
化，筑牢、扎紧安全防线，让“安全生
产月”从六月走向全年，为完成全年
生产任务提供保障。

“安全生产月”期间，该公司加大
安环隐患排查治理和整改工作力度，
采取定期轮查等方式，对安环隐患进
行通报，明确隐患整改期限、整改措施
和整改责任人。开展安全一家亲活动，
该公司在所有生产车间设置“家人照
片墙”，让浓浓亲情始终萦绕员工心

间，让员工时刻感受到至亲至爱之情
离不开安全生产，促进员工安全责任
意识长存；开展安全生产展板宣传活
动，该公司在食堂等员工相对集中位
置重点宣传企业、管理员工和个人的
安全主体责任以及安环应急处置办法
等，提高员工安全素质；制定实施“三
违”分级管理暂行规定，以狠抓现场
管理为重点，扎实开展反“三违”自查
自纠工作，采取不打招呼等方式，临时
组织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巡查，
对现场操作、设备检修等过程存在的

不安全行为，严格按照管理实施细则进
行经济处罚，并在内部 OA网曝光。

实行厂内检修车辆通行证管理、外
来人员进入生产现场佩戴红色安全帽子
等规定；还通过安环宣誓、综合楼显示屏
滚动播放活动主题、安全知识考试；聘请
外部安全专家进行现场培训、检查和指
导，提高安全管理专业水平。

此外，该公司还重点开展了安全贤
内助评先及表彰活动。该公司工会、车间
负责人等与获评贤内助员工家属就安全
生产开展座谈，并与家属前往员工生产
作业一线、实地查看亲属岗位工作情况，
通过现场关注与亲属说教，强化员工安
全意识与行为。 江 洁

安全生产月系列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近日，铜冠冶化分公司
为挖掘职工聪明才智，在全公司开展
征集合理化建议活动，让员工的一条
条“金点子”成为企业治企的良方。

该公司鼓励员工从工艺流程改
进、设备改造入手, 倡导员工主动作
为，积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努力实现均衡生产、稳定生产。要求员
工在优化硫酸、铁球团生产工艺参数
和关键技术经济指标上做出谋划；在

加强用水、用电、用油、用汽等定额管
理上“做文章”，广泛节约能源；在加
强设备维护和改进流程、提高设备开
动率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保障生
产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和环保达标排
放。

此外，该公司还要求员工围绕企
业主攻方向、关键项目以及生产经营
中的薄弱环节，引导员工立足岗位
献计献策，发掘员工智慧，掀起“比

作为、比绩效、比奉献”活动热潮，要求
标准化班组员工参与率不能 低于
85%，并以此作为标准化班组建设考
核的重要“门槛”；该公司管理人员每
人提合理化建议不得少于 2 条。对员
工书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
项目，经过采纳实施后，取得一定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按照《铜冠冶化分
公司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实施
办法》规定给予奖励。对年创 10 万元
以上“金点子”，推荐到集团公司参加
合理化建议评奖。

夏富青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向员工征集治企“良方”

他在出矿工的工作岗位上，一次
又一次刷新出矿新记录，为车间全年
出矿任务的完成默默奉献着。他就是
凤凰山矿业公司坑采车间一名普通的
出矿工陈永红。

“别看他很瘦弱，但干起活来，却
有使不完的劲。交到班组的工作任务，总
是他带头去做。在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
时，不会有畏难的情绪，总是想方设法和
班组人员一起商讨解决方案。”车间党支

部书记这样肯定的说着。
去年初，负 440 米中段 5 号采场，

因顶板压力大，岩石结构破碎，而且运输
巷道窄，线路又长，陈永红深知这里工作
的难度，但他没有退缩，选择直面困难，迎
难而上。他每天利用早下井，晚下班来抢
工作进度。还调整对矿堆铲装方位和加大
采场找顶问帮的有效排险，使出矿得以顺
利。就这样凭借着过硬的本领、他攻破了
一个又一个出矿的难题，最终将 3000千
多吨矿石铲到漏斗中，并提前了半个多月
完成出矿任务。车间领导和员工 都夸他
是个能干的出矿“精英”。

凤凰山矿业公司是一座老矿山，其

出矿设备都是用最早的 T4G 来进行作
业，但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T4G 已不
能适应现代化的出矿作业的需求，其不
仅维修成本大，且损坏后的配件在市场
上已无法购买到，因此该公司决定将原
来的 T4G陆续更换为铲运机。新的出矿
设备与原来的 T4G操作方法完全不同，
为了不影响作业量，陈永红就利用工作
之余自觉学习铲运机机械理论知识和维
修技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本领，
做到懂理论、精业务。但他并不满足于一
个人的进步，他总说一个人所取得的成
绩是有限的，要想取得好的成绩，还得靠
集体的力量，所以，他在工作空暇的时候

总会抽时间指导班组的其他成员，让他们
快速适应铲运机铲矿，就这样在他的指导
下，全班组人员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掌握
了新铲运机的操作方法。

在矿山工作的人都知道，出矿工既
辛苦又枯燥，且作业时间又长。但陈永红
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并坚持出
满勤、干满点。他出矿技术过硬，在车间
急、难、险的出矿任务上，总是能见到他的
身影。一心扑在工作中的他，家中的大事
小情全部交给妻子，从未因家庭琐事而耽
误自己的工作，用苦干实干攻破出矿过程
中一个又一个难题，创造出矿高产的成绩。

段 青 杨乃胜

弱肩挑起出矿重任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陈永红

6 月 26 日是第 30 个“世界禁毒日”。今年世界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当天上午，铜陵市委政法
委、市安全生产委、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等 26 个部委（局）在铜都广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如图）和禁毒
展板活动，向市民宣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做守法守纪的文明好市民。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