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8 日上午，安庆铜矿井下负
460 米中段巷道内，在鲜红的党旗的
引领下，一场清淤排泥党员突击仗正
在火热展开。铁锹飞舞，铲运机轰鸣，
二十六位党员、积极分子用一场挥汗
苦干的紧张劳动, 过一个有意义的党
日活动。

负 460 米中段原是安庆铜矿上
部主生产中段，但随着主生产中段下
移，该中段多个采空区已完成充填，水
沟因长时间水流冲刷和尾砂的淤积已
高出路面，整条巷道的路面也布满淤
泥，污水沿路面四溢，以前也组织过多
次小的清理，但由于该处没有沉淀池，
清理的尾砂无处消化，只能堆在路边，
经车辆一压，又流回沟中，便形成清了
堵，堵了再清的恶性循环，成为工区
5S 管理的一个“弱项”。为有效改善
此处淤堵、脏乱的面貌，工区党支部决
定开展一次党日活动，专门针对这处
淤堵进行整治，将淤积的尾砂清至刚
完工的采空区。

工区区长曹三六让支部书记在地
表坐镇指挥充填生产，自己带头下井
指挥协调清淤。路面上淤泥因铲运机
运输来回碾压十分板结，锹铲上十分
费劲，党员班长戴振来尽管近期胃痛
一直在吃药，但干起事来十分在行，用
尖锹铲、用平锹推，一块一块地清。水
沟淤泥含水大，黏性大，党员副区长戴
声宝木工出身，双手有力，在清沟时，
一锹扎下去，淤泥就如同粘合剂将锹
黏住，想起铲泥那是十分困难的，但有
经验的戴声宝而是原地将锹一抬一
松，活动两下就可以快速地铲起一块
淤泥，在他的指导下，其他同事都很快
掌握了诀窍，淤泥被一点一点挖起。曹
三六一边干，一边指挥从采矿调来的
铲运机，将集中的尾砂铲起，运至矿出
完矿的矿区进行堆放，副区长韦航、杨
阳和党员韩传生、蒋世发一道相互展
开比赛，一个个奋力挖砂，衣服被汗水
湿透，溅起的泥浆水粘上工作服，脸上
也是“星星点点”，汗水和着泥水流。
为了加快进度,党员班长韦强,班长积
极分子胡荣起、胡恒德、朱训丙就见缝
插针，看到歇下的锹拿起就干，泥浆湿
滑，铲一下既粘又沉，每铲一次都要
手、腰、腿共同用劲，虎口磨痛，腰酸背
疼，但无人退缩；支护班党员苏中明、
韩传林浑身是劲，一锹一锹往铲运机
里装填，新党员陶高德“七一”前刚加
入党组织，初次以党员身份参加党日
活动，十分激动也十分肯干，用力铲起
淤泥堆在路边，以便铲运机集中清走，
他说：“作为新党员，要向先进党员
学，向身边的老党员学，自觉在工作中
带头苦干，为党旗争光。”

从上午九点一直忙碌到下午一
点，共清理路面 700 余米，清除淤泥、
尾砂 200 余方，使淤积的水沟得以畅
通，漫溢的水流不再从路面流淌。党旗
下，每个人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泥浆
沾满全身，尽管很累，但看到通畅的水
沟、清理的路面，每个人都感到很值，
党日活动也过得很有意义。陈文革

“泥染”的风采

本报讯 8月 9日，以“安全环保，
意识先行”为主题的文艺竞演活动在
工程技术分公司三楼会议室举办，来自
该公司各单位共 6支参赛队伍参加了
此次比赛。表演形式主要以诗朗诵、演
讲、小品为主。参赛选手有长期扎根于
一线的维修人员，有刚入职不久的“小
鲜肉”，有“身经百炼”的巾帼英雄。他
们将平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
感悟全融入各自表演中，表达出对安全
生产的理解与重视。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金昌项目部的
诗朗诵《安全，延续生命的美丽》拉开
了此次活动的序幕，紧接着金隆项目部
的《生命中永恒的旋律》、冶化项目部
《杜绝违章、珍爱生命》、专业项目部
《安全在我心中》、金冠项目部《安全与
生命》，一个接一个诗朗诵演讲等将现
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主持人幽默的话语
也令现场观众开怀大笑。最后出场的是
金稀项目部的小品《维修安全》，生动

的表演、幽默诙谐的话语以及日常工作经
常接触的维修场景顿时调动了大家的情
绪，现场的气氛也随之达到高潮，小品剧
情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由于
维修工人的马虎大意，忽视安全操作的重
要性，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看到这里，现
场气氛立马安静下来，评委和观众们都加
深了对安全事故的深刻认识。最终，金稀
项目部以 95.29 分的高分夺得了此次比
赛的冠军。

参赛选手们通过激情澎湃、热情洋溢
地表演，让观者如临其境，真实地感受到
生命的宝贵与脆弱。随着比赛的深入，关
爱生命、安全发展的理念在人们心里更加
坚固。生命诚可贵，正如一位表演者的台
词：无论你从事的是何种职业，无论你身
处何地，请牢牢记住“谨于思而慎于行”
这句话，同时也请你别忘了“高高兴兴出
门，平平安安回家”，别忘了家里亲人正在
等待你的归来！

方 盼

工程技术分公司
“安环文艺竞演”活动落下帷幕

在铜冠物流公司天马山车队，提
起调度员孟丽民，车队上下都称他是
一个腿勤、嘴勤、手勤的“三勤”调度
员。

腿勤。孟丽民深知作为一名调度
员，既是现场生产的组织实施者，又是
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对车队
的各个运输作业点运输情况，他都了
如指掌，为车队的运营生产提供保障。
在车队开拓贸易物流工作中，他积极
参与从召投标到货物运输供应的全过
程运作，及时了解物贸市场行情，客户
需求及竞争对手情况，配合领导认真

组织策划，为车队多批次的成功中标做
出了努力，2016 年该车队仅煤炭物流贸
易就增加运量 1.5 万吨。生产过程中，他
坚持认真检查，督促驾驶员做好行车安
全、货物安全、服务质量等，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汇报，不放过微小的疏忽，防微杜
渐，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
通过对生产各环节的有效控制，保证了
车队生产有序顺畅的运行。

嘴勤。作为调度员随时随地都要和
客户打交道，孟丽民深知调度岗位就是
车队对外的一面窗口。他积极主动跑市
场，与客户广泛交流，第一时间收集、提

供客户物流信息，为车队争取到了多方
运输业务。他在客户面前谦虚谨慎，热情
大方。他积极和客户及其现场管理人员
进行充分沟通，不厌其烦配合做好现场
管理工作，确保车队为客户提供安全、便
捷、优质、高效的运输服务，构建了良好
的客户关系，充分发挥了调度岗位起到
的车队与客户良好纽带作用，从而赢得
了客户的赞誉，为车队树立良好形象。

手勤。孟丽民在工作中精益求精，不
放过任何问题。他来得早，走得迟，在做
好每一天的工作之余，从不忘总结工作
经验，提高自己的各项业务水平。他对车

辆的运营调度、线路行车作业计划的制
订、现场作业协调沟通、台账记录及上报
报表等工作，力争做到自己满意、车队满
意和客户满意。他每次组织运输前，都要
针对货物特点和客户要求，进行运行线
路、车辆配置进行分析，优化配置，最大
限度发挥车队的运输效能。下达任务时，
对常见的易发生的问题认真做好预见性
分析，耐心细致地把工作要求向驾驶员
讲请楚，特别是对工作环节中哪个地方
可能出现问题以及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
进行详细交代。

王树强 强敏华

“三勤”调度员———孟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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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矿产资源中心举
办了一场“防范岗位风险，塑造完美
人生”专题知识讲座，讲座特邀集团
公司纪委副书记邵宗建授课。

讲座中，邵宗建以阳光工程及防
范职务风险为核心，有针对性地讲解
了贴近企业、关乎重点工作岗位实际
的法律法规知识，结合当前发生的典
型案例，邵宗建进行了深入浅出地分
析解说，为该中心党员领导干部带来
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洗
礼。

讲座围绕奉献铜陵有色，树立必胜
信心；重视制度建设，规范操作流程；做
事先做人，无愧有限生命；打造合作氛
围，讲求相互完善；时刻遵纪守法，阳光
灿烂做人；认清当前形势，塑造美好人生
六大部分展开，既广泛联系了集团公司
及矿产资源中心日常工作，又拓展延伸
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生活当中。

该中心党委委员，机关部门及基层
单位党政负责人共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
讲座。

萨百灵 蒋涵森

矿产资源中心
举办阳光工程及防范职务风险知识讲座

2011年 7 月，李文波以优异的成
绩从中南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毕
业后，应聘到铜冠冶化分公司工程项
目部任技术员，两年后因生产需要调
至球团车间任工艺技术员,一干就是
四年。

“小李责任心强，能吃苦，会干
事。”提起李文波，球团车间主任何西
民赞不绝口。去年 5 月份，该公司接
到一笔低品位球团的订单，但是球团
车间生产该类铁球团尚处在尝试阶
段，红粉配比、造球参数、热工制度等

工艺参数指标尚未形成完整的操作规
范,很多数据还需摸索验证。车间为此
成立了专项课题小组，以球团烧渣配比
率为突破口，开展技术攻关，以优化工
艺参数和关键技术经济指标。作为小组
成员，李文波积极参与。在攻关过程中，
为保证球团质量进行了生产配料优化
试验，以期获得最佳原料配比和最低原
料成本。在车间领导支持下，李文波与
班组长、岗位操作工一起研究、分析，调
整红粉配比、膨润土使用量、系统温度
等重要指标参数，现场指导操作工巡检
现场、调节参数、取样分析，同时详细记
录每天各时间点的原料配比、辊磨压
力、造球参数、主机系统各段风量大小、
温度高低以及对应球团成品的产量、质
量等数据，与车间领导、中控操作工在

一起反复商讨，寻找最优技术方案。经
过十几天的尝试与研究，李文波摸索出
了低品位铁球团生产的规律，得出了各
项工艺控制参数，随后在后续的生产中
又经过多次调整，使各项工艺控制参数
达到了最佳，成功突破了这一生产技术
难题。

谈起李文波，脱硫班班长孙小良非
常佩服：“李工做事认真，有耐心，指导
操作不厌其烦。”虽然学的不是环保专
业，但李文波仍然自学了脱硫工艺，了
解和掌握脱硫技术，他每天到现场察
看，注意运行参数的变化，认真做笔记
并进行分析。球团脱硫系统运行过程
中，胺液会有一定程度的损耗，而这关
系到系统的脱硫效率、运行成本和稳定
性。公司领导要求采取有力措施，降低

胺液损耗量。去年初，球团车间成立了
QC攻关小组。作为小组成员，李文波每
天认真查阅脱硫相关记录，反复测算每
天的胺液损失量。为找到胺液流失的原
因，他每天进行现场跟踪检查，带上手
电筒、记号笔和笔记本，沿着胺液流向
进行从头到尾地排查。他每经过一个管
道、设备时都仔细观察是否有泄漏，是
否有其他形式的夹带消耗，并做好记
录。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成功找
到胺液损耗的主要原因，他和车间领
导、操作工一起进行原因分析，并制定
相应的对策，成功降低了脱硫系统胺液
损失量。此项 QC课题获得了冶化公司
QC 成果一等奖、集团公司 QC 成果二
等奖的好成绩。

李立新

青春在拼搏中闪光
———记铜冠冶化分公司标兵李文波

本报讯 8 月 9 日下午，湖北省
大冶有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程明率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 10 余
人来铜冠物流公司考察，该公司经理
叶守旻全程陪同参观。

在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大会议
室，双方就各自单位架构设置、铁路
行车组织、机车乘务员配备及运输生
产等相关情况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细
致交流。通过深入探讨，达到了相互
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当日下午，该

公司一行 10 余人还参观了金铁分公
司调度指挥中心信号值班室，饶有兴
趣地观摩了当班人员现场操作远程
道口监控系统，安全可靠性能再次得
到检验。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近几年来，
铜冠物流公司加快了信息化步伐，陆
续更换了部分生产设备，淘汰了部分
落后设备，信息化水平不断攀升。为
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降低员工作业劳
动强度，铜冠物流公司率先在铁路板

块实施科技战略，先后更换了机车手持
台和道口远程监控系统设备，结束了指
挥机车信号由原始“一盏灯、两杆旗”，
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语音对
讲和数字传输手持系统；部分道口实现
了远程监控操作，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正因为新设备相继投入使用，引来了省
内外多家同行业高度关注，物流公司先
后接待多批次企业负责人率团参观，取
经送宝，企业知名度不断得以提高。

邹卫东

湖北省大冶有色物流公司负责人来铜冠物流公司考察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防暑降温工
作，从每天的派班会抓起，为职工安
全度夏，开出第一道“凉方”。

派班会上开“凉方”，即班组长
在二次派班会上,既要详细发布当班
安全生产任务量、落实好现场施工人
员等派班议程,又要对防暑降温工作
进行交代，不能三言两语了事，必须
将井下应急自救设施、备用防暑降温
用品的摆放位置、正确使用方法等信
息，予以发布和告知。

起初，有些班组还在顾忌“面面
俱到”的派班，易误“正事”，经过几
个班次的尝试，发现不仅没有干扰正
常的派班事项，设在井下的“清凉小
药箱”，由过去的少有问津，成为现在

工友班中谈论的“保健佳品”。青工
小许不无感慨地说道：“原先随着班
次的调整和作业地点的变换，谁要是
想要再使用‘清凉小药箱’，需到处
打听一番。”小许还说，由于充填巡查
沿线水雾气弥漫，环境温度犹如“蒸
桑拿”，作业人员受到充填水化热的
“熏蒸”，容易引起鼻塞、避汗等不适
应症状，现在及时用风油精、清凉油
之类的防暑降温品抹一抹，既能预防
感冒，人也立马舒服起来。

不仅备用“清凉小药箱”在每天
的派班会上发布，谁要是有防暑降温
的妙招，照样可以在派班会上分享。
炎炎夏日，正是充填管道刷漆防腐的
好时节，由于各中段铺设的充填管道
存在环境闭塞、空间狭小等弊端，每
次刷漆时，同时打开的好几只油漆
桶，使异常闷热的巷道里弥漫着一股
刺鼻的油漆味。正当大伙为如何避免

恼人的油漆味而发愁时，青工小刘在心
里琢磨起一款“清凉”口罩。原来酷爱运
动的小刘，每天出门时总不忘随身带一
条毛巾擦擦汗，下井刷漆也是如此。就在
大伙擦鼻子、抹汗般地刷漆时，他尝试着
将沾湿的毛巾搭配活性炭口罩戴在工友
阮学军的脸上，就在大伙齐喊“蒙面人”
时，小阮却惊喜地说道：“好凉快啊，巷
道里的空气也不那么呛人了。”这款“清
凉口罩”在派班会上一经“晒出”，其他
班组是纷纷上演起“模仿秀”。

派班会上开出的“凉方”，给作业现
场防暑降温带来了便捷，也让那些业余
时间贪玩、熬夜的职工，产生一种思想震
慑作用。青工小李由衷地说道：“现在晚
上只要超过 10 点不休息，就会想起白
天派班会上三令五申的防暑降温 ‘禁
忌’，于是告诫自己只有充分休息好，才
能保持充沛体力投入到第二天的安全生
产工作中。” 汪为琳

班前第一道“凉方”

金威铜业公司职工日前正在进行演讲比赛。为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环保教育，提高全员安环意识，有效防止各类安全事
故及环保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实现绿色发展，金威铜业公司于日前组织了以安全环保职业健康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活动，来自金威铜业公司和铜冠黄铜公司的 20 名职工参加了这次比赛。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8 月 11 日上午，铜山矿业公司采矿区维修工正在负 568 中段对 5 号铲运机发
动机进行大修。该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努力从降本增效上下功夫，大力开展修
旧利废和技术攻关等活动，提高运矿设备的完好率与利用率，提升生产效率。

余 飞 摄

铜冠物流危化品车队承担着危化品的运输任务，该车队日前对车队所有车辆
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和事故隐患的排查工作，并开展了驾驶员、押运员消防器材使
用知识培训和消防演练。

图为驾驶员和押运员正在学习掌握消防器材使用知识。 陈 晨 摄

8 月 12 日，笔者在铜陵市西湖湿地公园葵花园看到，400 亩面积，五颜六色的
各种葵花，在初秋的阵阵雨风吹拂下，不停地向游客们点头致意！如今，这里每天
吸引着本市和周边市县数千居民前来观光旅游。市民田女士 90 岁的老妈妈说：
“西湖湿地真的太美了！”图为游客在葵花园拍照留影。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