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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头不高，却有着满腔的激
情,视工作为第一己任；他，能力虽算
不上特别强，但始终凭着高度的责任
感，承担起矿山产品物资材料输送与
装卸的重任，他就是铜山矿业公司优
秀共产党员、码头分公司生产班班长
王龙进。

铜山矿业码头分公司是坐落在池
州市牛头山镇长江南岸的一块 “飞
地”，距矿区 12 公里，主要承担矿业
公司铜、硫、铁等产品及物资材料的对

外发运任务。码头管理、员工纪律、环境
整治等工作状况，与整个公司的对外形
象息息相关。为扩大市场，巩固壮大基地
发展，2015 年，该分公司通过开展“公
推直选”，王龙进凭高票当选为码头生
产班班长，组织的重托，员工们的期望，
他深深感受到肩上的重担。论条件身高
不足一米六，凭经验阅历，自个也只不过
是出自半道，但他却抱着一颗不怕吃苦，
乐于奉献的火热之心积极工作。为突出
矿山“窗口”行业地位的作用，在班组建
设管理上，他努力打造一支精、勤、能的
专业化队伍。去年 7 月，几十年一遇的
持续强降雨危急长江沿岸码头的堆物
场，为确保矿产品物资不受损失，一连几

周他以厂为家，与滚滚江水搏击，筑坝、
搬堆场、加固库房、转移机电设备、升趸
船泊位，每天浸泡在汗水雨水里。洪水退
潮后，他立即带领员工展开淤泥杂物清
理与打扫，当周边乡村与临近码头还浸
泡在沼泽中时，这块“飞地”的码头，却
已是生机盎然，显现繁忙的生产景象。外
塑形象，内练功力。针对班组员工大多出
自于“半道”转行，技术业务素质参差不
齐，人员力量逐步缩减的现状，他化被动
因素为主动因素，在日常工作中，他坚持
将党员先锋示范作用和兵头将尾的风格
体现在行动上，以激发带领其他员工投
入到矿山生产中。面对近年市场疲软，矿
山生产处在滚石爬坡的艰难阶段，为保

证码头货物畅通，对外发运产品不滞留，
今年 6 月至 7 月份，矿业公司紧抓硫砂
畅销市场的大好机遇，要求码头生产开
足马力，他带领班组人员顶烈日战酷暑，
连续加班加点奋战在搬运装卸的生产岗
位上，仅 6 月份实现各类产品发运就达
13611 吨。有耕耘才有收获，由于人员组
织工作缜密，生产管理细致周到，今年前
7 个月，他率领的班组已突破产品货物
发运量 116940 吨，为该公司脱困扭亏
缓解压力立下了战功，他本人去年也被
评选为“优秀班组长”，“七一”前夕又
被该公司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
号。

吴 健

个子小 作为大
———记铜山矿业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王龙进

本报讯 八月份，冬瓜山铜矿运
输区从强化组织运行、严格设备管理
和注重人文关怀三方面入手，在千米
井下运输线上掀起了“夺高产，喜迎
十九大”劳动竞赛热潮，完成的生产
任务节节攀升。

该矿运输区面对井下负 875 米
矿源逐步减少、新近投产的负 1000
米中段大系统生产环境及条件有待完

善的现状，为全面完成三季度生产任务，
有效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该区于 7
月初启动了“夺高产，喜迎十九大”劳动
竞赛活动，根据生产实际，合理地组织生
产。区领导坚持每天下井跟班到一线与
员工们战斗在一起，早、晚班值班人员坚
持对生产班组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实时
跟踪管理，并现场协调解决与其他兄弟单
位的供矿及提升等问题，确保高效生产作

业秩序。同时，加强设备现场管理，要求生
产人员做好班前点检、班中巡检与班后交
班工作，维修人员随时待命对设备进行维
修维护与保养工作，杜绝设备“带病作
业”，确保设备正常运转。积极做好生产维
修人员防暑降温工作，教育广大职工提高
自我防护知识和意识。根据现场情况，在
各作业点加装局域排风扇，在井下员工休
息室安装了空调等降温设施，尽最大可能

改善人员生产作业环境，激发了员工的工
作热情，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井下
负1000米中段运输线上，他们克服大系
统生产环境及配套条件不尽完善等诸多
困难，创造条件，在现有仅一台编组拉矿
的情况下，八月份运输矿石 91000多吨，
创今年初该中段投产以来单月矿石运输
最高纪录，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
了坚实基础。 左 勇

冬瓜山铜矿运输区八月份创单月矿石运输新高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几名工作人员在余家村站场内全
神贯注地测量已完工的六道铁路线
路标高，旨在全面掌握线路的有效参
数，为铁路线路安全使用提供可靠的
原始依据。据悉，此次大修工程为该

分公司余家村铁路站场 6 道线，全长
450 米，换枕 600 余根，前期经过线路
拆除，道床开挖、线路铺设、起道、道床
整理等多项施工，工程进展顺利，目前
已投入使用。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
完成余家村站六道工程大修任务

本报讯 日前，冬瓜山铜矿生活
服务公司举办了一场“大锅菜”技术
比武活动，各餐饮班组的 16 名炊事
员分为 8组参加了比赛。

该矿生活服务公司每天承担着全
矿 2000 多名员工班中餐工作，为保
障广大员工饮食质量，他们经常以大
锅菜制作为重点，通过大锅菜比武与
岗位练兵有机结合，不断提高职工的
服务技能，更好地服务于一线职工。同
时，通过大锅菜比武活动，加强炊事员
之间厨艺的学习交流，在班组中形成
浓厚的比、学、赶、超、帮的学习氛围，

一大批炊事技术能手脱颖而出。炊事擂
台竞风流，矿山饮食谱新篇。这次“大锅
菜”技术比武由各食堂炊事班长和普通
员工代表组成的考评组，现场评分，现场
公布成绩，充分体现“大锅菜员工做、大
锅菜员工评”，保证了比武活动的公平
公正。选手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员工餐厅
餐饮班组的许志宏、谷丽俩人组成小组
技高一筹，她俩精心烹制的土豆牛肉、青
椒肉丝、红烧冬瓜、干煸豆角等菜肴，经
过色、香、味、型四个方面的认真评比，最
终获得第一名。

陈方国

冬瓜山铜矿开展“大锅菜”技术比武活动

本报讯 为建立党员日常教育管
理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近日，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
间党支部开展了首个“党员活动日”
活动。

该党支部全体党员结合自身实
际，就工作中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剖析，并如何做好当前工作
和开展好“党员活动日”进行广泛的
讨论和建言献策。为更好地发挥“党员
活动日”的效果，该车间还确定今后每
个星期三下午举行生产讨论会，针对
每周生产情况进行讨论交流，解决实
际问题，真正做到“学”“做”结合。

此外，该车间还建立了党支部微信
群，以方便及时向每个党员传递信息，了
解党员动态，下达任务，学习党的知识，
开展微党课，交流思想，共享各类信息，
传递正能量。

据了解，此次“党日”活动是该党支
部今年的首个“党日”活动。今后，该车
间将每月的 12 日统一定为 “党员活动
日”，届时，车间党支部将组织车间党员
以开展组织生活、教育培训、党员义务奉
献、民主议事、党内帮扶、日常管理等主
要内容开展党的组织活动，从而将“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践行下
去。 陈 丽

天马山矿业公司选铜车间党支部
开展首个“党日”活动 搭建“学”“做”新平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冬瓜山铜矿
动力车间以降本增效为切入点，走技
术攻关道路，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手
段，不仅成功地解决了空压机运行中
机体超温的难题，也为企业节约了生
产成本。

该矿动力车间负责管理的 12 台
60 立方空压机，是提供全矿井下生产
用风的重要设备，空压机的冷却水系
统是保障空压机安全、经济运行的主
要设施。由于该矿空压机的冷却水系
统早年建在室外，造成水中杂物多，经
常使机体内的冷却器堵塞，导致空压

机高温运行，机件损坏，润滑油提前失
效。维修人员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对一
台机组冷却器进行物理加化学的方法
清理一次，每次都要消耗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尤其是润滑油，每台机组的清
洗花费约 5000 元。

面对这种现状，该车间的维修和
技术人员经过细致地探索和实践，终
于发现了问题的突破点。首先，他们把
目光锁定在供水源头上，将原本露天
的冷却水池上加盖不锈钢防护网，每
天进行清理，有效预防了树叶、树枝以
及日常作业所掉落的杂物。其次，将冷

却塔供水水泵叶轮更换为直径更大的型
号，解决了原先水循环系统中的供需不
平衡的问题。同时，在压风机进水端加装
了自购的 Y 型管道过滤器，并对过滤网
进行改造，在不影响供水水压的同时，
有效拦截了管道内的残留物和水垢。
自今年 5 月份改造以来，压风机运行
正常，未发现机体内的冷却器堵塞情
况，机体运行温度从峰值时的 97 摄氏
度降至 86 摄氏度，减少了润滑油的损
耗，预计 12 台机组全年可节约资金
10 多万元。

杨李军

冬瓜山铜矿动力车间技术改造显成效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工程班一
直承担着金隆铜业公司阳极铜、残极
铜的运输以及生产现场的清理工作，
由于受工作环境的影响和班组自身管
理的缺失，长期以来，该班组职工从衣
着的穿戴到车辆的车容车貌，无不透
着一股脏、乱现象。在金隆车队组织开
展的班组建设中，该班组每次评比都
处在落后的位置，因此得到了一个很
不雅的称呼———“丐班”，并给车队的
服务形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了彻底甩掉“丐班”这个难听
的称呼，工程班决心进行来一次脱胎
换骨的转变。第一招就是先从工作场
所整顿做起，从最基本的打扫地面卫
生开始。工程班首先是组织动员和安
排班组人员对休息室、墙角旮旯等进
行了彻底的清扫，解决一些长期存在
的卫生死角，为保持环境卫生整洁，还
制定了班组人员值日表，保证每天都
有值日人员，将清扫工作常态化，日常
化，改变了班组的卫生状况，使班组面

貌焕然一新。
该班的第二招是从提高职工文明

素质入手。为加强职工劳保用品穿戴
的规范化，工程班要求职工严格着装，
统一穿戴配发的工作服和安全帽等，
并购买了洗衣机以方便职工及时快捷
地清洗衣物，保证职工的仪容仪表。同
时整顿车辆的车容车貌，保持所有生
产设备的整洁，规范车辆的行驶和停
放，从感官上赢得客户的好评。强调职
工的文明驾驶，注意文明用语，从行动
上获得别人的肯定。工程班从思想到
行动，从卫生环境到人员、车辆的仪容
仪表的全面转变，彻底改变了以往工
程班职工在人们心中的脏、乱、差的固
有印象，提升了职工的素养和班组形
象。

该班的第三招是在提升服务质量
上下功夫，教育引导班组职工把自己
摆在为主体服务的角度，从自身找毛
病，坚决摒弃国企职工“老子吃皇粮，
天下第一”的思想，换位思考，让自己

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主动与主体单位有关人员交流沟通，及
时掌握生产的变化和主体单位所需，第
一时间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不
断充实服务内容，自觉增加满足客户需
求的服务项目，以达到主体单位的要求。

工程班通过持续的整顿，使全班组
职工杜绝了以往在工作中出现的粗鲁作
风，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强化对安全的
认识，积极开展“反三违”自查自纠活
动，加强了对“三违”的处罚力度，形成
大家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工作氛围，并
严格落实考核制度，对在安全工作中有
突出表现的职工进行公开表彰嘉奖，对
违反安全规定的职工严肃处理，并将安
全工作情况和安全绩效挂钩，促使他们
在工作中时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班组成员
的认真努力下，班组取得了有目共睹的
变化，得到了主体单位的好评，并被评为
“优秀标准化班组”称号。

吴成应

从“丐班”到“标准化班组”
———铜冠物流公司金隆车队工程班转变小记

本报讯 8 月 23 日，借“党员
活动日”的契机，金冠铜业分公司
冶炼车间组织党员开展“党员身边
无隐患”排查活动，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全面排查车间隐患，确保
安全生产。

活动当天，党员们仔细检查了
车间相关特种设备设施、危险源、
消防设施以及现场存在的各种安
全隐患，从备料到闪速炉，从仪表
到炉前，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拍
照记录，并由相关责任人限期整
改。

对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要求，各班组积极开
展自查自纠，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到
整改方案、措施、资金、时限、责任
“五落实”，并建立健全自查自纠整
治台账。

为消除隐患，对于外来单位的
特种设备，该车间加强监管力度，对
于人员证件缺少、附属安全附件不
合格、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的坚决不
予进场施工。

通过此次隐患排查活动，该车
间进一步了解了现场安全隐患情
况，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
也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真正
做到党员身边无隐患。

陈 潇 吕 俊

金冠铜业分公司冶炼车间
排查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 日前，在天马山矿业
公司党委统一部署下，该公司党群
工作部负责牵头，由组织、宣传、纪
委、综治、信访、计生、工会、团委等相
关职能部门和人员组成检查组，对
2017年上半年党建工作开展检查。

此次检查，依据 2017 年天马
山矿业公司党建工作考核指标内
容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及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工作方面为重点，涉及 17 大
类，79 小项。检查工作分 4 个小
组进行，结合掌握的各党支部日
常开展的工作及平时到现场工作
调研情况，分别对该公司 12 个党
支部党建工作台账资料进行逐项
逐条仔细检查。检查采取 “望、
闻、问、切”方式进行。“望”是指
看台账资料是否规范，内容是否
真实、符合要求；“闻”是指边查
边听取支部书记对开展的各项工
作内容汇报；“问”就是对开展党
建具体工作环节、过程进行询问；
“切” 是指找出党建工作中存在
问题，各检查组对发现的问题和
存在的不足, 现场与支部书记进
行了沟通和意见交换，并提出相
应整改意见。

近年来，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
积极采取“望闻问切”方法为党建
工作“把脉”，致力实现党建工作规
范化、科学化，促进了该公司党建思
想政治工作全面提升。

杨积信

天马山矿业公司党委
“望闻问切”为党建工作“把脉”

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制造分厂职工日前正在制作不锈钢槽罐。铜冠机械公司加工制造分厂在集团公司重点工程铜陵铜
箔项目中承担了 105 台套不锈钢槽罐的制作安装任务。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为保证工程建设需要，加工制造分厂从 3 月
份开始加工以来，投入了精干力量加班加点全力赶制，特别是当现场条件符合时，立即开始边制和安装同步进行，较好地保
证了工程进度。 王红平 王征社 摄

8 月 31 日下午，矿产资源中心组织员工及义务消防员 30 余人开展消防基础
理论知识培训与灭火实战演练活动，全力提升企业火灾事故预防及处置能力。图
为灭火实战演练现场。 萨百灵 查 烈 摄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铜冠矿冶
设备有限公司 （原铜陵有色机械总
厂）离休干部杨素芬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17 年 9 月 6 日 13 时 40
分在铜陵市第四人民医院逝世，享年
82 岁。

杨素芬同志系辽宁省抚顺人，
1935 年 6 月出生，1948 年 4 月参加
工作。生前历任辽宁抚顺重机厂工人、
型砂物理实验员，淮南科研所、淮南洞
山钢铁厂化验员；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机械总厂工人、型砂试验员等职。
1990 年 7 月退休，2001 年 12 月改为

离休。
杨素芬同志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几

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
支持铜陵有色机械总厂的建设和发展，
为铜陵有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杨素芬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于
2017 年 9 月 8 日 7 时在铜陵市殡仪馆
举行。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铜冠矿冶设
备有限公司

2017 年 9月 6日

杨素芬同志逝世

9 月 5 日上午，笔者看到坐落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通华山大道至石城大道
的东路一路（如图）建成，即将通车。据市建投公司有关人员介绍，东湖一路全长
400多米，路幅宽 25 米、双向 4 车道。两边人行道各宽 4.5 米，目前正对两边人行
道进行绿化和边坡平整。此路的建成通车将大大方便附近居民生活和子女上学的
问题，同时对完善开发区的路网建设有很大意义。 殷修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