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忠厚传家远，家和万事
兴。在冬瓜山铜矿，提起大团山工区员
工胡积智一家，那是员工们人人称赞
的幸福之家，现今胡积智是矿山千米
井下一名铲车司机兼班组副班长，其
妻子徐国萍为铜陵有色铜冠矿建公司
卷扬工，儿子胡琦为铜陵市第五中学
学生，他们爱岗敬业，共同进步，家庭
和睦，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崇尚科
学，弘扬美德，自觉遵守社会主义道德
规范，深受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
好评。2017 年 9 月荣获铜陵市“最美
家庭”荣誉称号。

爱岗敬业，共同进步。2002年 10
月，胡积智与徐国萍结为夫妇，胡积智
1995 年参加工作，现在冬瓜山铜矿从
事井下铲车工兼班组副班长，徐国萍
在铜冠矿建公司从事卷扬工工作，夫
妻俩人在各自的工作中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
互信任，并时常对各自岗位工作交流
沟通，相互取长补短，遇到困惑相互开
导，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他们在事业
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爱情也有了结晶。
作为一名党员，胡积智在工作中一直

都是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上班时，他
总是提前来到工作岗位，了解上一班次
的交接班情况，为班组人员做好工作前
准备，合理安排人员，及时解决生产中遇
到的难题，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争取多
出矿、多运矿，从而为生产任务的完成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去年 3月的一个晚
班临下班时，在负 670 米中段桦树坡 4
号盘区溜井，当班出矿人员工作中不慎
将浦下来的矿石堵住溜井口，若不及时
处理安全隐患，将直接影响下一班次的
生产。胡积智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到作业
现场，进行二次人工安全爆破后，拿起工
具与班组人员一起处理，硬是奋战一个
多小时，终于把被矿石堵住的溜井口处
理出来。在生产中像遇到这种突发情况，
他总是跑前跑后地参与安全处理，从而
为班组出矿作业赢得了时间，及时消除
了影响生产的安全隐患。

徐国萍自 2008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担任卷扬工，她热爱本职工作，通过自
身的努力，无论是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
还是在思想境界方面都得到很大提高。
她本人曾在单位技术比武中取得优秀成
绩。针对矿山安全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尤其是从事卷扬工特殊工种，必须熟
练掌握本岗位、机械设备的应知应会技
术和技巧，业余时间她认真学习有关卷
扬机械设备知识，积极参加单位的培训
和技术比武等，将自己掌握的操作技术
和技巧，运用到实践工作中。由于她在工
作中尽心尽责, 安全操作，参加工作以
来，徐国萍没有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得
到了单位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其子胡
琦现为铜陵市第五中学初中学生，在学
校里小胡琦活泼可爱，爱好学习，在班级
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他还积极主动与
班上学习差的同学经常在一起做作业、
复习功课、互相进步。小胡琦尊老爱幼，
懂事上进，他努力学习，诚信有礼的品
质，经常得到班主任老师表扬。

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胡积智夫妻和
父母、孩子组成了一个美好和谐的家庭。
因他们工作不能长时间守在父母身边，
尤其是徐国萍在矿山外围工作, 离家较
远。为了让老人晚年生活过得充实，每到
周末或工休日，他们就会安排好时间跟
父母团聚，陪他们说说话，上街买点好
菜,为老人的健康补充营养，逄年过节给
老人添买衣物等。尽管老人们都有退休

金，但胡积智夫妇在平时隔三岔五地给
老人们一些零花钱等，虽然这些都是平
凡的小事，不足以挂齿，但它就像催化剂
使他们的感情日益融洽、家庭和睦、快
乐。即使出现一点点小矛盾，大家能互相
体谅，尊老爱幼、宽容谦让，形成了互相
理解、尊重的文明家风。真心待人是他们
全家的处事态度，与邻居都能够和睦相
处，邻居们有些事情做不了或需要帮忙，
他们都热心帮助。2016 年 4月,大团山
工区有一名员工不幸患上重病，胡积智
积极响应参加捐款活动，捐了 100 元。
他们一家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为
那些需要帮助的同事解决一些燃眉之
急，用实际行动为和谐社会的创建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崇尚科学，弘
扬美德。胡积智家庭倡导文明科学的生
活方式，注重科学理财、合理消费、勤俭
节约。他们时常教导儿子：“虽然现在的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勤俭持家的
传统不能丢，生活中点点滴滴要从每件
小事做起。”家里面的每样东西能修复
利用的，从来不轻易丢弃，尽量使其再发
挥作用。平时做到人走灯灭，养成随手关
灯的良好习惯，注意节约每一度电和每
一滴水。这一勤俭节约的意识已深入到
每个家庭成员之中，并成为全家人一种
良好的生活习惯。

徐志勇

忠厚传家远 家和万事兴
———记铜陵市“最美家庭”冬瓜山铜矿大团山工区职工胡积智家庭

“正是你们默默辛勤付出，才铸
成矿山平安发展之盾……”日前，凤
凰山矿业公司召开 2017 年度先进集
体和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一批对矿山
安全环保忠诚的守护者。

余学龙：用技术把好安全关
现年 46 岁的余学龙是该公司钳

工特级操作师，自 1994 年参加工作
后，在选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作为选矿车间钳工特级操作师，
他深知自己肩上责任有多重，不仅要
把握好设备维修保养关，也要守护好

设备安全生产关。为此，他每天坚持跑
现场，及时掌握设备动态，加强设备点
检、巡查力度，对发现的设备安全隐患
及时整改。

在一次生产过程中，余学龙发现棒
磨机出料端轴承游隙过大的 “症状”，
如果不及时“医治”，将会对棒磨机造
成“创伤”。

“治疗”时间不能拖延。去年 10 月
份，该公司选矿车间决定对棒磨机进行
大修，余学龙作为选矿维修技术指导全
程参与。从棒磨机中空轴、大轴承拆卸，
到原始数据的测绘，再到安装调整、试
车和试车后的数据整理等……一系列
工作他都事事亲为，时刻做到心中有
数，将误差控制到最小范围。

在此期间，余学龙还要确保整个施

工过程中交叉作业等安全注意事项。经
过七天连班加点大会战，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圆满完成棒磨机大修任务，
将重大设备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季广祥：确保供电大动脉畅通
该公司机运车间电气技术员季广

祥，自中南大学学成归来后，从一名电
气技术员成长为矿山转供电负责人，担
负着矿业公司 2 条 35 千伏供电线路和
变、配电所检修、维护重任。

为了确保供电大动脉畅通，克服电
网结构薄弱、供电线路老化等难题，他
常年和同事们一起战斗在电力保障的
第一线，多次主导完成了重点工程施工
和技术改造任务。

在平时的工作中，季广祥善于把工
作做细、做实、做到位，把日检、周检、季

检与平时工作相互结合起来，加强对配
电房、变压器、高压线路等设备的维护
保养和巡检，确保了设备始终处于良好
运行状态。

2017年 5月，矿区 622架空线路因
雷击导致高压电缆头炸坏，如不及时抢
修好，将严重影响井下负 40中段大泵排
水。险情就是命令，季广祥组织人员冒着
大雨连夜抢修，保证了井下排水安全。

“去年 10 月份，矿区 620 线因雷
击跳电，高压电缆头被炸坏。他又义无
反顾组织抢修人员投入到抢修战斗中，
及时恢复了供电，确保了矿山安全生
产。”季广祥告诉记者，“平时像这样突
发性险情太多了，必须以最快速度抢险
好，这是我的职责。”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黄志皓

做矿山安全环保的忠诚守护者
———记凤凰山矿业公司 2017 年两位安全环保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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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一年，金冠
铜业分公司生产经营形势良好，电铜、
硫酸等主要产品产量均达标超产。新
年伊始，乘势而上，该公司全面梳理新
一年工作重点，确保 2018 年各项工
作迈开新步伐。

双管齐下保生产。该公司一方面
将通过提升有效生产时间，进一步
挖掘系统产能，确保完成全年生产
任务；另一方面将结合 45 万吨产能
提升目标，对业已存在的各类生产
瓶颈问题进行系统性攻关改造，进
一步提升系统产能。在确保完成年
产目标的基础上，该公司将勇破难
题，力争超产。面对冰铜喷嘴粘接、
锅炉入口掉大块等技术难点，该公
司将持续对两台闪速炉炉况控制进
行攻关，通过新喷嘴的试用，全面梳

理优化控制参数，摸索总结更为高效
的操作管理模式，进一步减少日常炉
内点检和月修的频率，力争将作业率
提升至 97%以上。

只有系统平衡高效生产，才能实现
全年生产产量及利润最大化。针对当前
部分设备出现效率下降状况，该公司将
原计划的大修时间从下半年提前至上半
年，并通过科学合理安排尽可能压缩检
修时长，有效消除夏季生产瓶颈。与此同
时，该公司严格控制冰铜和阳极板库存，
根据库存合理安排系统生产负荷，在阳
极板库存满足的基础上适时组织电解提
电流生产，挖掘电解产能。

此外，该公司继续发挥科学管理的
推动作用，加大对员工岗位操作规程培
训，大力推行 TPM 管理模式，进一步完
善班组日常点检、工艺点检和保全专业
点检机制，提高预防保全和计划检修效
率，降低故障发生率及影响时间，提升员
工对生产工艺的掌控能力。

萨百灵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布局新年生产

本报讯 面对低温、停汽等对生
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中科铜都金利银
粉厂保持 2017 年以来的高昂工作状
态，因变而变，强化生产组织，精心部
署，主动担当、奋发有为，生产保持稳
定，2018 年元月份主要产品银粉产量
再创历史新高，实现首月开门红。

在生产组织上，因变而变，保持产
量稳定增长。针对低温、停汽等影响
因素，及时调整生产组织，实行银粉
小班制作业模式，改变过去多年不
变的作业时间，推行早、晚班作业，
避免人员集中争抢作业资源，做到
工作现场忙而有序，使生产资源得
到高效利用。

在动力保障上，因变而变，确保满
足生产需要。针对上游供汽单位停汽，
及时制定替代应急方案，不等不靠，开

启两台蒸汽发生器，保障动力供给，确保
银粉生产不停、产量不降、质量稳定。

在原料采购上，因变而变，保障生产
连续供给。由于停汽，原料硝酸银无法产
出，该公司商务、财务等部门分工不分
家，第一时间应急机制，落实原料采购渠
道，加强资金统筹调度，强化产、供、销计
划衔接，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使生产原料
源源不断得到补充，强力支撑生产。

在思想保障上，因变而变，服务保障
扎实有效。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要求党员在生产
上主动担当，做给群众看、带领群众干，
用自身的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群众。开
展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发挥每周二政治
学习日作用，强化形势与任务教育，统一
思想，消除畏难情绪，鼓舞士气。

钟 柯

中科铜都金利银粉厂因变而变夺首月开门红

本报讯 1 月 26 日，铜冠电工公司
纪委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廉政教育录像片，参会的全体
党员干部认真收看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
所教授金一南的专题讲解。金一南教授
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之所以
能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因为全体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作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管理人
员，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分内事，积极践
行、真抓实干，为助力公司发展贡献一己
之力。

会前，该公司纪委书记王政传达了
省属企业 4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的通报和集团公司对金隆公司
商业承兑汇票案等相关问题进行问责处
理情况的通报。 芦广胜

铜冠电工公司组织党员干部
观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廉政教育录像片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走访市场了
解到，今年冬季的老百姓餐桌上，罐头蔬
菜成为新宠。笔者在联华超市罐头专卖
场看到，由于罐头蔬菜品种多样，口味独
特，从以前相对较为单一的罐头玉米粒、
西红柿块，到现在的罐头胡萝卜、菠菜、
蘑菇、芦笋、竹笋等等，受市民欢迎的品
种越来越多。

家住金口岭社区的王先生在接受笔
者的采访时高兴地说：“如今人们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家里炒菜做饭经常会用
到罐头玉米粒、青豆和蘑菇、竹笋等，这
些罐头食品打开就能直接下锅，真是省
去了不少的麻烦；除了方便易用以外，罐
头蔬菜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在淮河大
道北路的一家大型超市内，笔者看到，这
里销售的罐头蔬菜已经有 20多种，包括
罐头菠菜、马蹄、芦笋、竹笋、胡萝卜、青
刀豆、甜菜、西红柿等。

由于罐头蔬菜的保质期较长，很多
顾客都是整箱购买。不过笔者在采访中
也了解到，由于罐头蔬菜受到加工工艺
的影响，在营养成分上与新鲜蔬菜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建议市民不要用罐
头蔬菜来代替新鲜蔬菜，日常饮食还应
多注意营养均衡。 殷修武

罐头蔬菜成餐桌新宠

1 月 23 日，一场暴雪降临安庆
市，在纷繁的飘落的雪花和冻雨中，
地处安庆北二十多公里山区的安庆
铜矿充填站，打响了一场充填保卫
战。

此前矿调度生产例会已专门做
出部署：接上级通知，安徽局部地区
将有大到暴雪，并将有低温冰冻，各
单位要做好防寒防冻工作，确保生产
正常。工区党支部书记、区长杨先明
当即要求充填班按照复杂天气应急
预案的规定，做到人员落实、防护落
实、措施落实、物资材料落实，以高度
负责的态度打好这场攻坚战。

安庆铜矿充填采用全尾和尾砂
水泥胶结两种方法，由于分级尾砂量
有限生产为一班制，当选矿分级尾砂
较多时选择性组织连班充填，因此晚
班时充填系统停充，但砂仓及部分管
道暴露在外，遇到冰冻天气极易发生
管道、闸阀被冻住或冻破，致使第二
天无法充填，严重时将会造成尾砂胀
库，有可能造成选矿停产的事故发

生。一直以来，工程工区始终把冬季做
好防寒防冻工作作为生产的头等任务
来落实，前期已安排木工对充填站的门
窗进行全面检查和修复，对砂仓底部通
道采用土工布进行封闭，采用电加热
器、灯泡照明提高仓底温度，减少寒风
冰冻对室内管道、闸阀的影响，对外部
一些管道进行草绳包裹，提高防冻能
力。班长杨军带人突击完成了上下仓顶
近百个楼梯台阶铺设草包工作，确保雨
雪天上下测量砂仓人员安全。23 日晚，
充填工朱家正冒着飞扬的雪花，深一脚
浅一脚赶到充填站担任值班，首先对水
泵、仓底闸阀、管道逐一进行检查，确
认没有结冻、没有破损后，便进入值班
室值守。为不影响检查，他将手机设置
一小时闹铃一次，闹铃一响，他就将一
楼的洗搅拌槽水泵启动运行三五分钟，
保持水泵运行正常不结冰，然后开动砂
仓底部造浆喷嘴对砂仓尾砂进行造浆，
使尾砂流动，防止淤积上冻，运行上几
分钟后停一会，过一个小时再重复一遍
上述动作。到凌晨一点多时，是最寒

冷、也是最疲劳的时候，朱家正裹紧棉
衣，在空旷的厂房内四处查看，脚冻木
了，就原地跑几圈、跺跺脚活动活动，又
能提提精神；看到仓底温度有点低，就
加盏照明灯增加室温。室外雪花飘得更
猛、气温降得更低，朱家正查看得更勤、
更细，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岗位上，直至
天亮，充填站一切正常，管道、闸阀无一
冻坏，但更艰巨的考验还在后面。

27 日，雪还在下，杨先明考虑到
后面气温将更低，冰冻将更厉害，当
即布置充填班备好烧火用的木柴，在
仓底准备生火以提高仓底温度，避免
结冰，并要求充填班注意做好防火、
防中毒工作，注意生火期间的通风防
护和人员的安全管理。工区安全副区
长戴声宝立即联系找木柴，安排充填
班准备好生火用具，视天气情况随时
生火，其他人员值班照常进行，每小
时的开泵、通水也在继续进行中，尽
管气温很低，但安庆铜矿充填生产没
有因雨雪天气受到一丝影响，产量保
持正常。 陈文革

充填保卫战 日前，铜冠冶化分公司对 2017 年度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多年来，该公司始终坚持以弘扬先进典型为榜样，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引导员工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立足岗位，攻坚克难，为该公司提质转型再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孙晓林 摄

金威铜业公司日前正在表彰生产标兵。过去的一年，金威铜业公司上下紧紧
围绕年度方针目标，攻坚克难，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涌现出了一批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弘扬先进，充分调动广大员工工作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各
项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再上新台阶，该公司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连日来，远离铜陵市区的南京仙人桥矿业公司持续受到暴雪天气影响。为了
确保矿区及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效减少积雪对矿区生产及附近居民出行影响，
该公司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响应，近日连续多次组织在矿员工带上清雪工具，并出
动铲车 2 台，打通矿区及周边村民生产、生活道路。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周 钧 摄

2 月 1 日，铜山铜矿分公司组织供水抢修人员正在为矿区居民更换新的水表，维修冻坏的水管。暴雪之后,针对气温连
续下降这一现况，该公司启动冰冻灾害天气供水应急预案，加大供水设施巡检力度，确保铜山居民在严寒天气正常用水。

张 霞 陈志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