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夜十点多，一辆货车向寂静的
金隆车队大院驶来，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盛夏的夜里显得格外燥热，由远及
近的汽车灯光里似乎透着一丝疲惫。
熟练地入库停车，关闭大灯，拉好手
刹，熄火。瞬间，大院里又安静了下来，
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一个消瘦的身
影，黝黑的面庞掩不了满脸的灰尘，略
微佝偻的背显得人更加矮小，他是刘
胜，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外运班的
一名汽车驾驶员。

消瘦的刘胜本是一个略显魁梧的
汉子，几年前，他身体不舒服，去医院
查出了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由于血糖
指标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控制，身体逐
渐瘦弱下来，妻子埋怨他不注意休息，
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他则开玩笑地跟
妻子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快 50 岁
了，正好开始减肥。其实他何尝不想在

家好好休息几天，养好身体，可是班组一
共就只有 12 个人，6 台车，每天为了保
证金城和金港码头的近 3000 吨铜精砂
不积压，使物品装卸通畅，同时也为保证
金隆公司正常生产需求，班组在人员和
车辆不足的情况下，分成两个小组，采用
歇人不歇车的方法，24 小时轮流作业，
同时还增加了夜班运输。因此他从没有
主动要求提出过休息，更不会故意偷懒，
只是在累了的时候，利用装卸的间隙抓
紧时间休息。他想，如果他休息了，不但
会影响运输任务，还会给班组的年轻同
志带来负面情绪，作为老驾驶员，作为班
组骨干，他有着那份自觉和责任心。于是
他也就从 140 多斤变成了 120 斤不到，
成功“减肥”，只是他不知道，他的简单
的想法和消瘦下来的身影，却无形中团
结和凝聚了整个班组。

在金隆车队外运班，刘胜是个老
驾驶员了，近二十年的驾龄往往也是
他跟班组年轻同事“炫耀“的资本，那
些年轻的后辈们在尊重他驾驶经验丰
富的同时，却也时常故意把腰挺得直

直的，略带揶揄地对他说：“老刘，你看
我腰直吗？”他总是不说话，稍显尴尬
地瞪眼，脸上却没有一丝怒意。长期的
驾驶工作早已损害了他的脊椎和腰
椎，尤其是早期铜精砂运输车辆技改
前，由于铜精砂颗粒细小且具有一定
的粘性，每次卸货总会大量粘附在货
箱板上，需要倒车进行碰撞才可以倾
倒下来，往往一个班几十趟货要碰撞
上百次，铁打的腰杆也会弯下来。这些
年因为腰椎等身体原因的班组老同事
走的差不多了，他却选择了留下来，坚
持到了车辆货箱技改成功，却也留下
了更严重的身体隐痛。近年来，社会环
保意识越来越强，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铜精砂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出现泼洒、
渗漏，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
在卸货时，刘胜不怕脏，不怕苦，忍痛
弯着腰爬上货箱查看自卸车自动覆盖
装置是否完好，检查货箱后门勾，看是
否有缺口遗漏铜精砂，积极帮助有关
人员清理残存货物……

一年将近 10 万吨铜精砂的货运
量，累计行驶里程近 50 万公里，从未发
生过一起设备事故和交通安全事故，刘
胜从不多说话，可却用行动带动和影响
了身边的人。

吴成应

行动是最好的语言
———记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外运班驾驶员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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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天马山矿业公
司机运二区组织人员对 10 台损耗
严重的矿车进行大修，包括大梁翻
新、碰头链接处加固、车轮焊接等。
今年以来，该工区通过开展修旧利
废活动，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降低
了损耗，同时提高了员工的维修技
能。此次大修矿车可节约成本 2万
元余元。 朱 艳 檀金亮

天马山矿业公司
修旧利废显成效

金泰电池材料公
司职工正在包装镍钴
锰三元材料。金泰电
池材料公司针对市场
需求变化，积极优化
产品结构，今年以来
将生产重心从钴酸锂
产品转移到镍钴锰三
元材料上，加大镍钴
锰三元材料生产，因
镍钴锰三元材料生产
成本只有钴酸锂产品
的一半，较好地降低
了生产成本。
王红平 鲁长根 摄

8 月 18 日上午，铜冠电工公司机关党群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党员活动
日”。机关党群党支部部分党员冒着高温酷暑，在炎炎的烈日下，赤脚下到门前水
池清理污垢，将沉淀多月的淤泥清理干净，通过“党员活动日”的开展，彰显了铜
冠电工公司党员用实际行动为党旗添彩，为企业奉献的本色。 芦广胜 摄

为迎接集团公司第五届运动会太极拳项目比赛，冬瓜山铜矿积极组织人员进
行训练，来自全矿各单位的 60 名队员克服训练场地小，天气炎热等不利条件，每
天下午利用两个小时时间刻苦练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比赛内容（如图），力争以良
好的精神面貌，扎实的训练成果，在 9 月底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汤 菁 牛守萍 摄

8 月 18 日，冬瓜山铜矿运输区组织人员对运输线道岔转辙机进行安全检查
维护（如图）。该区针对高温季节井下现场所处的特定环境变化，做到隐患早发
现、故障早处理，及时加强人员安全专项自查与定时巡回检查，通过检查随时跟踪
掌握运输道顶帮板及各种设备的运行情况，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障安
全生产。 左 勇 摄

本报讯 “通过领导下基层等形
式开展的党课，让大家从不同层面和
高度，从不同视角和广度，增强了对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认识，也增进
干群关系。”这是铜冠物流公司各基
层单位广大党员对 “万堂党课进基
层”的普遍感受。

为落实省委 “万堂党课进基层”

活动要求，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和“讲政治、重规矩、作
表率”专题警示教育，铜冠物流公司党
委组织安排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各基层
单位，把“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
党课送到广大党员心中，帮助广大党员
正确认识“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和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目的意义等。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分别结合自身的学习体会和分管的工
作，撰写党课讲稿，联系基层单位实际，
向广大党员讲清楚开展 “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重大意义，讲清楚学习党章党规
的重要意义，讲清楚怎么样做一名合格
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与此同时，该公司党委还在各基层

单位党支部书记中广泛开展互授党课活
动。通过互授党课，不仅丰富了党课内
容，而且还使听课的党员更加全面地了
解和掌握全公司的情况，了解和掌握各
基层单位党员学习教育、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发挥、党组织活动等情况，做到相
互学习、取长补短，有力地推动了各基层
党支部工作的蓬勃开展。 王树强

铜冠物流公司党委送党课到基层

本报讯 铜山矿业公司面对当前
矿山生产正处在滚石爬坡的艰难时
期，将扭亏脱困、降本增效列为今年仍
至今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全
公司范围掀起以“讲效率、降成本、重
节约、稳生产” 的扭亏增盈活动，目
前，该公司不论是地表还是在千米井
下,处处呈现出浓厚的降本增效氛围。

该公司机动部作为物资生产材
料供给重要部门，担负着矿山电力管
理及大型机械设备的采购调配，在盘
活物资供应的基础上，该部最大限度
地发挥部门协调生产的主观能动作
用，结合本职工作与管理过程，妥善
分析研究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遗

漏，针对性地制定了系列降本增效促生
产新举措，把跑、冒、滴、漏现象与成本
管理考核紧密联系，从细节上严把材料
资源的单产消耗。同时在采取降低库存
储存率，计划吨铜成本利率，控制单产
损耗率上下功夫，近年来仅铲矿运输机
轮胎消耗，由初期的月耗省指数下降至
目前使用量的 50%。在控制生产节电管
理上，一改以往开放性模示，制定有节
制、有计划、有步骤地避峰调荷新举措，
将球磨、井下水泵及压风等大型能耗机
械尽量调配至低谷用电时间，既保均衡
生产，又使单耗成本显著下降。此外，该
部门积极在能源利用方面进行挖潜，年
初对压风余热进行了回收利用，并计划

进一步延深拓展，力争把余热资源普及
运用到生产后勤服务工作中，以便更好
地发挥余热功能的作用。

拥有矿山四大生产关键设备的该公
司运转区，在节能减排管理上一方面努
力满足矿山生产工作需求，另一方面从
培养员工增产节约意识入手，该区为保
障大型机械设备的有效运用，通过狠抓
岗位技术练兵，增强岗位责任意识，加大
卷扬、水泵、鼓风、压风设备的日常维护，
并从维护保养细节上寻找降本增效的新
途径，将长规性的成品更换工作，变更为
以修、补、制作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考核制
度，促使每名职工由压力变为动力，不仅
有效缓解了采购难周期长等问题现状，

而且对促进提高员工技能，适应工作生
产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与此同
时，该公司工程区在新井系统安装、施工
及系统改造上注重现实，立足于长远，依
照标准化规定要求，科学合理组织施工
生产，仅今年 1 至 7 月，分别在矿山“六
大系统”设计安装、中深孔和大孔凿岩、
尾砂利用充填等生产中，坚持质量效益
与实用生产相结合，压缩材料与工程设
计上的误差，并针对负 568 米存在施工
拥挤，风水生产供应不畅现象，采用中孔
钻岩直穿负 523 米从新铺设管道法，既
减少了工艺流程，又为该中段施工生产
解决了燃眉之急。

吴 健 刘少结

铜山矿业公司降本增效无处不在
扎住口袋 捂紧钱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的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核心意识，使广大
党员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把自己有限
的精力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
中，在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8 月 15 日，在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之际，动力厂党委开展“党
员活动日”活动，组织党员到铜陵县
烈士纪念馆，开展了一场革命传统教
育，参观了铜陵地区先烈事迹，并在展
览馆广场上，面对党旗，大家庄严地举
起了右手，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为党
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和愿望。

面对烈士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

放、崛起和富强，甘愿为党和国家的利益
抛头颅洒热血，大家心中感到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对如何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扎实工作，努力在促使企业发展进而实
现国家的富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认
识。“革命先辈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我
决心以他们为榜样，自觉投身于当前开
展的‘两学一做’活动中，事事以党员的
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发扬共产党
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企业发展中处
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为企业的发展建设
作出更大的贡献。”事后，一位参加此次
活动党员如是说。

舒兴学

动力厂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党支
部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主题实践中，做到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通过建立“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微信群的方式，定期将党员学习
材料、专题组织生活议题、党员活动日

开展情况，以及相关文件精神上传至这
一专用微信群，既教育党员虚心学、认真
做、查不足，还吸引大家在交流过程中，
展开互查、互评、互学的良好氛围，使广
大党员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全身
心投入到安全生产工作中。 汪为琳

建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微信群
冬瓜山铜矿充填区党支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 “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8 月 17 日下午，天马山矿业
公司党群综合党支部组织党员到西联
镇钱湾村开展参观中共铜陵特支展览
馆主题党日活动，该党支部 28 名党
员参加了此次党日活动。

铜陵特支展览展示了 1931 年
初，在铜陵汀州建立铜陵境内第一个
党支部以及取得革命胜利、国家富强
的全过程，展馆中的战斗场景和在战
斗中使用的武器、日常生活用品及照
片等文物，生动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

铜陵的艰苦环境，详细记录了战争中涌
现的英雄事迹。党员们通过学习革命先
烈艰苦抗战、保卫铜陵的历史，深切地感
受到，正是无数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和国
家富强不畏牺牲、前赴后继，才换来今天
的幸福生活，都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战争的卓越战功所折服。

这是该党支部今年以来开展的第四
个党日活动，通过参观展览馆，进一步激
发了党员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党员张立
新说：“只有铭记历史，奋发图强，不忘
初心，才能继续前行，才能更好地为推动
矿业公司健康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

叶玉芳

开展参观钱湾特支展览馆主题党日活动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群综合党支部

在金冠铜业分公司的检修现场，
你会经常见到这样一个人，身材削瘦、
皮肤黝黑、头发花白，在接近“耳顺”
的年纪，依旧用他那钉子般的精神，在
平凡的维修岗位上坚守着，无怨无悔
甘当“老黄牛”。他就是钱逸明，工程
技术分公司金冠项目部维修班副班
长，今年相继获得“2016 年度优秀党
员”和“党员示范岗”的荣誉称号，他
默默地用近 40 年积累的钳工维修技
术演绎着属于他的精彩人生。

在今年的金冠设备大修中，他以
身作则，带领四名同志承揽了全厂区
各类电机检修作业。由于时间紧迫、检
修任务繁重，他坚持每天提前一个小
时左右来到班组，整理好当天需要使
用的各类工器具、辅材，一个人用人力
三轮车将这些东西运到检修施工作业
现场，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为大家节省
时间。此外，为了项目安全、优质地完
成，也为了对业主负责，他利用工余时

间，主动同项目管理员一道，反复勘探施
工现场，选择最佳电缆铺设线路，并制定
周密的检修施工作业方案，仅此一项，就
为业主节约了近 150米电缆线。改造项
目施工中，已 58 岁的钱师傅戴好安全
帽、扣好 3M 防尘口罩，系上安全带，第
一个敏捷地爬上 6 米高的电缆桥架上，
用短小的撬棍迅速地掀开电缆桥架盖
板，一段一段地仔细清扫着电缆桥架内
厚厚的积尘。然后，再和其他师傅们一
道，把上百米黑色的电源电缆、同色信号
电缆，一米一米地放入桥架内。随后，钱
师傅又马不停蹄地配合其他师傅，将电
缆线头牢牢地接入电源箱中，再进行设
备调试。他从不叫苦不叫累，带领班组几
名员工对几十台大小各异、不同规格的
电机转子进行熟练地拆卸、抽芯、解体、
检查、清洗、加油、更换轴承。为了加快检
修的进度，保证电机的顺利作业，“迎日
出、送晚霞”是常态，他主动放弃午休时
间，甚至就在检修现场就餐，从不抱怨，

只为做好生产的“守护者”。
“活到老学到老”虽老生常谈，但真

正做到的又有几个？但他却做到了。在休
息时间里，他不忘勤奋学习，时常阅读专
业书籍，弄清楚在工作中出现问题的症
结所在，不断总结、反思自己，提升自身
的专业技能。“仗义相助、无私奉献”是
同班组的成员对他的肯定。一次，班组一
名员工身体不适，钱逸明发现后，用他那
瘦弱的身材将同事从现场背上救护车，
并跟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第二天，他又带
着水果、奶粉，同班组员工一起来医院看
望，并且鼓励他要乐观对待自己的病情，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期盼他早日 “归
队”。

钱逸明常说：“既然选择了从事维
修行业，就不仅要有不怕苦和累的精
神，更要在每一项检修施工实施过程中
严格按照事前制定的检修方案操作，确
保安全检修、优质检修。”在工程技术
分公司，钱逸明只是众多维修人员的一
个缩影，这些无怨无悔战斗在维修一线
的勇士们，保障着生产设备的正常运
行，为集团公司的维修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方 盼

恪尽职守 甘当“老黄牛”
———记工程技术分公司优秀共产党员钱逸明

近日，笔者在天马山矿业公司
第二次安委会上获悉，该公司领导
强调，要牢牢把控安全生产着力点，
加强隐患整治处罚力度，放大隐患
点，决不放过事故前期的隐患，举一
反三，把安全隐患当责任事故处理，
值得借鉴。

俗话说，安全工作要从源头抓
起，但究竟如何 “抓源头”？如何
“从源头抓起”？如何把“抓源头”
真正落到实处？怎样才算“抓”住了
“源头”等等，这些问题的起源就是
抓隐患整改，“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状态”就是指的要“抓住源头”，要
把握和控制住安全生产每一个环
节，环环相扣，追究责任，决不放过
事故前期的隐患，就必须下大力气
把安全隐患当责任事故处理。

把隐患当事故处理，首先是学
会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的安全管理理念，实施全方位、全过
程监控，对人、机、环境等因素进行
分析，超前预防，发现问题，找出事
故隐患。发现不了问题，整改隐患就
无从谈起。许多事故的发生就是没
有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或 “隐性隐
患”造成的，很大程度上，发现问题
甚至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每一起事
故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过
程暗藏着隐患的孕育和成长，促进
了事故由隐患到发生的直接转化。
所以要有效地遏制小问题转化为大
问题，以防隐患演变成事故。

把隐患当作事故处理，就是要
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事故
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为此必须做
到及时发现，超前防范，要明白只要
有人作业的地方，就是一个隐患点。
因此作为企业的一名安全管理者，
要认识到风险的严重性，小题大做，
举一反三，找出发生事故的根源和
内在联系，然后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将隐患风险削减到最低限度。

把隐患当作事故处理，就是要
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预见性
和超前性，居安思危，增强人命关天
的使命感，始终如一消除隐患点，采
取“地毯式”隐患排查，对排查的隐
患点实行签名制，由过去安全“管
结果”向“管过程”转变，由事故处
理向隐患治理转变。这样的做法比
出现事故后的“亡羊补牢”要高明
得多，也管用得多。 王琼芳

把安全隐患当
责任事故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