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徽电视台不久前举办的“2017 安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现场，和金
隆铜业公司高级技术主管王爱荣一样，合肥市“哈佛海归博士后精准医疗团队”
作为集体，也当选 2017 安徽年度经济人物。该团队负责人，哈佛博士后任涛通过
大屏幕播放的视频了解王爱荣的事迹，并得知王爱荣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时，主动
找到王爱荣，索要她的联系方式，热情邀请王爱荣去合肥给他们公司员工上课，讲
授科技知识和参加十九大的感受。 章 庆 摄

“对待隐患故障，必须像射出的子
弹一样具有杀伤力。否则，因为一时的侥
幸和麻痹，那些潜在的不安全隐患就会
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这是冬瓜山
铜矿充填工区值班长董明经常念叨的一
句话。也正是凭着这颗“子弹心”，董明
每天犹如一位“猎手”蹲班守点在千米
井下，让隐患故障无处藏身。

冬瓜山铜矿井下采场分布广、跨中
段多，充填施工需要对每一道挡墙、每一
处充填巷道、每一个充填钻孔进行循环
往复的安全巡护，时刻掌握充填采场的
变化情况。身为值班长的董明总是不知
疲倦地奔波在充填作业的最前端，目的
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有效排除隐患
和故障。他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和工友
说：“充填巡查必须有一种强力的责任
心，因为责任心就如同是拿在手里的一把
放大镜，有了这把‘放大镜’，一些容易忽
视的细节就会在脑子里被放大，可能会产
生的故障点也就会“提前”暴露在你的眼
前。”井下52-19#采场在充填过程中，出
现的频繁渗漏、交叉导通等隐患故障，不
仅制约着自身充填任务量，同时还威胁着
相邻区域的安全生产，正当大伙为攻克
52-19#采场充填难题而心急火燎时，董

明根据自己对现场的一番分析和研判，果
断向区里建议采取分三个阶段进行筑坝
拦水和渗漏治理的充填方案。自第一阶段
采场首充，顺利完成负 825米中段 15道
挡水坝筑垒和千余次渗漏点治理，仅筑坝
用编织袋就消耗6000多只、“堵漏王”消
耗150多包。在后期筑坝治理工作中，时
至罕见高温天气，尽管 52-19#充填现场
每天都是“桑拿”模式，董明仍带领班组
坚守在筑坝、堵漏现场。经过一番艰辛忙
碌，52-19#采场安全有序地完成底部结
构养护充填。

用董明的话说，任何蛛丝马迹的隐
患故障，都必须毫不留情地“秒杀”。去
年 7 月的一个中班，井下负 850 米中段
一辆服务车需要轮胎。当时，负责更换轮
胎的姚能斗来到现场，见轮胎还没有运
送到位，于是就和其他人闲聊了起来。不
一会儿，充填综合班青工小鲁乘罐来到
负 850 米中段，准备搭车前往充填作业
面的小鲁，一听说服务车轮胎还没有更
换好，停下脚步的小鲁，打算等着。但他
并没有“安分守己”地等在现场，只见小
鲁溜达到有故障的服务车旁，嘴里念叨
着：“就这么干等着，还不如先把需要更
换的轮胎拆下来。”说着，他便蹲在车轮
胎下捣鼓起来。面对小鲁的 “异常举
动”，姚能斗也没有去搭理。约莫半根烟
的功夫，只听哎哟一声，小鲁两手捂住膝
盖直喊疼。这时，一咕噜爬起来的姚班长
连忙向小鲁询问：“怎么啦，伤到没有？”

“没事，就是一不留神让扳手刮了一
下。”小鲁咧着嘴说道：“刮的不是很重，
但比较疼。”就在此，检查现场安全工作
的董明来到现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董明直言不讳地向小鲁说道：“你的本
意是想帮忙，但更换车辆轮胎涉及到专
业性技术，未经允许就插手，这是一种从
事与本岗位无关的不安全行为，属于违
章，必须上报不安全行为处罚。姚能斗作
为一名副班长，没有及时加以制止，要受
到连带处罚的责任。”

“从事与本岗位无关的不安全行为，
罚款 100 元，扣除不安全行为分值 1
分。”小鲁也顾不上喊疼了，忙起身向董明
求起情来：“董班长，看在你和老姚曾经搭
档多年的份上，就别上报‘三违’了。”原
来，自2017年 3月份起，董明被安排从事
区里的安全生产值班工作。此前，他和姚
能斗是同在一个充填班组的正、副班长。

尽管董明和姚能斗情同手足，但任
凭小鲁百般“殷勤”，他就是不答应网开
一面。董明态度鲜明地说：“今天我要是
装聋作哑了，今后再遇到此类情况，你们
岂不是照样我行我素，你们敢保证每一
次的违章，都能像今天‘刮碰’一下幸运
吗？”董明的一番话，让他俩受到深刻教
育，不仅甘愿受罚，并且保证今后再也不
干违章冒险的事情了。

自 1996 年参加工作至今，连董明自
己也数不清究竟排除了多少颗安全生产
中潜藏的“定时炸弹”，先后多次荣获矿
“十佳青年”、“优秀共产党员”和“百
优职工”等荣誉称号，是对他成为优秀
“猎手”的见证。在矿日前召开的 2017
年度表彰会上，董明当之无愧地荣获矿
“十大功臣”荣誉称号。 汪为琳

射向隐患故障的“子弹心”
———记冬瓜山铜矿“十大功臣”董明

本报讯 铜冠冶化分公司瞄准今
年扭亏为盈目标，抢抓市场向好机遇，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稳定组织生产，做
到早谋划、早准备、早着手，早落实，球
团和硫酸产品产量稳中有升，初步实
现了产销两旺好势头。

该分公司针对过去生产经营不利局
面，组织人员对近三年来生产经营工作
进行深入剖析，查找制约企业效益的短
板，制定了 2018 年度扭亏为盈措施行
动计划，以组织保障、安全环保保障、原
料保障、设备保障、挖潜增效措施保障、

技术保障、激励措施保障等方面为重点，
强化生产经营组织管理，围绕经济效益
这个中心，明确重点工作，全力打赢扭亏
为盈攻坚战。

加强原料组织保障，科学合理调整
配料结构，实行先算账后生产，实现效益

最大化。强化设备管理，提高计划性维修
比重，加强设备维护和保养，确保设备完
好率和开动率。坚持领导 24 小时值班
制度，加强员工劳动纪律和工艺流程管
理，确保高效生产。

夏富青 吴思银

铜冠冶化分公司扭亏为盈行动计划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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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安徽铜冠有色池
州公司公用型保税库日入库锌砂作
业量再次创下新纪录。日前，装载着
8200 吨矿粉的“祥泰”船舶停靠在公
司码头 1 号泊位。九华港航、质量管

理科、储运科等部门按提前预定方案，紧
密衔接、密切配合，克服天气严寒，道路
结冰等困难，连续作业 24 小时，锌砂入
保税库 4703.24 吨，创下了建库以来的
日卸载入库最高纪录。 张 磊

铜冠有色池州公司
公用型保税库入库作业效率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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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
徽 铜 冠 （ 庐
江）矿业公司
动力运转中心
通 过 全 员 努
力，主井小班
提升矿石量达
到 4260 吨，提
升矿石量不断
创出新高。

夏富青
叶盛 摄

拉链式通行，是一种有效缓解
交通压力的行车办法。在冬瓜山铜
矿充填工区班组也悄悄兴起“拉链
式”充填巡护法，这是咋回事呢？

在井下负 670 米中段团山Ⅳ
号盘区充填过程中，按照惯例应
由巡护充填挡墙人员同时肩负采
场排水、渗漏治理等任务，而负责
管线巡护人员，则同时完成放砂
口充填钻孔调整事项。但由于该
采场存在跨中段多、相邻交叉作
业多和充填治理难度大等不利因
素，区里于采场投入充填之初，即
围绕团山老区钻孔分布复杂、现
场水路流向不易控制、高溜井充
填防护等实际难题，不仅安排专
人专岗定点巡护挡墙、排水、治
理，还调动相邻区域的巡护人员
对Ⅳ盘区进行流动巡护。另外，当
班管理人员也同步开展班中专项
巡护，三道巡护防线如同一条牢
牢咬合的拉链，逐个破解潜在的
隐患故障，为团山Ⅳ号盘区安全
有序充填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起“拉链式”充填巡护法，青
工小许由衷地说道：“以前总想着
为巡护偷懒找借口，但现在整条巡
查线路上多了好几双‘眼睛’，充填
巡护线路比原来更‘堵’了，倘若因
一不留神，让别人发现了自己‘防
区’内的隐患故障，这不仅要受到
批评教育，还会令自己在工友面前
很没面子。”

在设备维护、点检等施工中，
“拉链式”作业与巡护也是“屡见
不鲜”。针对井下充填施工跨中段
多、作业范围广，各类生产设施存在
易腐蚀、易老化、易磨损等难题，维
修班组在抓好日常维护保养工作的
同时，还定期开展管道、车辆、排水
等方面的针对性隐患排除整改活
动。井下 58-22 号采场管线自负
280 米一直延伸至负 850 米下部中
段采场，这条目前最长的充填管线，
时常出现管道抖动、移位等不安全
现象。为了彻底“驯服”管道“多动
症”，班长李为怀通过对全程管道
进行一番“拉链式”观察与分析，一
改以往简单的“沙袋捆绑”防抖动
的隐患故障排除方法，采取“直管
斜拉”、“弯管垂吊” 和 “接头支
架”等更有技术含量的管道隐患故
障排除。

汪为琳

别样的“拉链式”巡护法

本报讯 “春节后外协单位陆续
复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抓好他
们的安环培训和作业现场的检查，人
员不进行培训，绝不能上岗……”2月
26日下午，在安全生产例会上，该矿领
导任兴发着重强调，并要求矿安环科
在新年开始之际，要以安环和职业卫
生健康教育开好头，将工作抓好抓实。

为了抓好安环和职业卫生健康，该
矿还制定了《安环和职业卫生健康教
育培训计划》，将在提高全员思想意识
的基础上，促进大家深入理解并积极贯
彻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自身的
保护意识，不违章操作，不违反劳动纪
律，做到“三不伤害”。近日，该矿将展
开特殊工种的取证培训工作，确保特殊
工种持证率达到百分之百；还将联系省
市技术和安监部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和专家来矿开展工种技能培训，提高职
工操作技能，并将操作技能安全教育的
培训进行关口前移，根据各生产单位实
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安全技能培训。在
教育培训中，将吸取以往的经验和不

足，采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多样的
形式，尽量采用符合人的认识特点的、感
兴趣的、易于接受的方式，确保培训教育
的效果，并在教育培训中向参训职工发放
安全教育光碟、安全讲座录像等，让大家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与此同步，矿还开展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讲座、安全环保知识讲座、操作技能讲座、
安全先进经验交流会、历年案例剖析、事故
现场会等。还将进行现场安全操作方法演
示、消防演习、触电急救方法演示等，通过观
摩和演示，让受训职工达到真懂真会，在一
旦发生实际情况时，能够正确熟练地处理。

今年，该矿还进一步严格了“三违”
人员的学习教育培训，对于违规人员必须
“先处罚，后培训，再上岗”。另外，对新进
矿山的员工，严格按照矿、区队（车间）、
班组三级安全教育规定进行教育培训，教
育培训时间不少于3天，学习内容包括安
全技术知识、设备性能、操作规程、安全制
度和严禁事项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
操作岗位，并将考核情况记录在案。 杨

勤华

安庆铜矿抓安环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培训不松懈

本报讯 铜山铜矿分公司面对经营
成本的压力，自力更生，深挖内部潜力，
将原有的外委劳务变 “外包” 为 “内
揽”，降低生产成本。该公司自行承揽了
原矿仓清理、大孔凿岩、防水闸门及废石
卸载站硐室开挖等 10 多项工程，2017
年共节约外委劳务费用 400 多万元。

该公司以降低生产成本为核心目
标，优化聚集“管理机制、技术创新、人
力资源”等各方面积极因素，细化增效

措施，将降低外委劳务费用作为对内
挖潜的主要举措之一。井下大孔凿岩
工程以往都是外来施工企业承担，该
公司每年要付数百万元劳务费用。该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份实时调整生产
组织，将原掘进区和工程区进行人员
和职能合并，发掘内部人力资源优势，
并首次引进 T-150 大孔钻岩设备，成
立大孔凿岩班，12 名班组成员面对新
设备、新工艺，采取边学习、边积累、边

总结的操作步骤，8 个月共完成大孔进
尺 15693 米，完成计划任务的 157%，确
保井下采场衔接和矿源补给，节约大孔
钻岩劳务费用 300 多万元。2017 年 2
月份，负 658 米运输大巷防水闸门安装
项目，该公司改以往由外来施工单位承
揽的惯例，安排采矿区承接。采矿区安排
两名副区长带队，组织精兵强将，分三班
制作业，掘进 140 立方米、锚网 25 张、
浇筑混凝土 152 立方米，共用 22 天就

完成了省安监局督办的重大隐患整改工
程，并通过了验收，节约外务劳务费用
10多万元。

该公司还自行承揽了原矿仓清理、
废石卸载站硐室开挖工程，承担了井下
废石倒运工作、新副井井底水窝清理、粉
矿回收、地表维修车间电器线路设计安
装、地表堆矿场场地平整和基础开挖、安
全六大系统维护等工作，节约费用达 60
多万元。 方咸达

铜山铜矿分公司外委劳务变“外包”为“内揽”

自力更生 深挖潜力

本报讯 集团公司自 2017 年
6 月党组织和党员基本信息采集工
作启动以来，冬瓜山铜矿党委高度
重视，精心部署、扎实推进，通过工
作人员半年多的辛勤努力，圆满完
成了矿党委，20 个基层党支部以及
632 名党员的信息采集录入、2017
年上半年和年度党内统计工作，并
顺利通过省国资委党委验收。根据
对党组织和党员信息库信息维护质
量、错误校正情况、党内统计报表及
说明材料、年报打回重报次数等情
况，在全面审核的基础上，冬瓜山铜
矿等 6 家单位最终被集团公司综
合评定为优秀单位。

吕 威

冬瓜山铜矿被集团公司评为
年度党内统计工作优秀单位

芮前任是铜冠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综
合班的班长。在熔铸工这个岗位上，他一直
默默负重前行，四十不惑的他坚持用“笨办
法”提升个人技能，书写人生价值，用“笨
规矩”加强班组安全管理，织密织紧班员安
全防护网。多年来，在熔铸炉翻腾的锌液中
“熔炼”了一身本领，在缓缓前行的流水线
上“浇铸”出自己的闪亮品格。

用“笨办法”提升个人技能，书写人
生价值。2010年芮前任来到刚刚筹备的
电解锌车间，面对一座座高大的厂房和
一台台崭新的设备，身处在一片紧锣密
鼓的火热建设中，他既有干事创业的豪
情，更有成为岗位行家里手的激动。为迅
速进入角色，他从最基础、最基层的操作
工做起，一遍遍熟悉岗位操作技能，一点
点掌握熔炼炉生产工艺知识，不断积累
工作经验，短时间内他掌握了从加料熔
铸到出成品锌锭六个重要岗位的操作要

点，快速成为锌锭浇铸自动线上的一
名熟练工。为把工作做细做实，做到忘
不掉，每次处理机组故障后，他用烂笔
头记下故障表象、处理办法，更换何种
配件这种“笨办法”巩固提升自己的
操作技能，为下一次处理机组故障提
供明晰的处理思路和判断方法。

液压装置是该车间锌锭浇铸自动
线上的重要设备，他分析出机组故障大
多来源于此，因此他从全面了解液压元
件工作原理入手，把更换下来的元件拆
了重装这个“笨办法”提升自己。结合
烂笔头工作方法，不懂的地方虚心请教
维修师傅，配合点检员询问厂家，获取
液压元件的工作原理知识和维保技巧，
持续给自己的成长充电充能。

用“笨规矩”加强班组安全管理，
织密织紧班员安全防护网。成长为综
合管理班的班长之后，芮前任越发觉

得肩上的责任重大。以前只要自身安全就
全部安全了，现在要带领一个班组实现安
全零事故，“安全” 二字像一座山压在他
的肩上。为获得较好的安全效果，使班员
在安全行动中如臂使指，他着力加强了班
前教育，岗前培训，岗位技能培训等安全
教育，加大了“三违”处罚力度，营造安全
管理高压氛围。

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笨办法”制定
“笨规矩”，将锌浮渣员工带到工作现场，
把危险源点一一指出来，言传身教告诉员
工哪里容易跌倒，哪里容易触电，正常生
产时人的行动状态，停机后人的行为轨迹
要领掌握，制定成班组危险源点消解与防
范措施管理办法，借此减少乃至杜绝员工
安全操作风险，织密织紧安全防护大网。
该班组员工李功启说：“芮班长这个方法
好，说的都是大实话，比学文件掌握要快
得多。”

在 2017 年的“熔炼”本领和“浇铸”
品格工作表现中，芮前任身上再次增加光
环，获得池州公司优秀班组长称号，他所
带领的综合管理班获得公司优秀标椎化
班组称号。 张军

善用“笨方法”管理班组
———记铜冠池州公司电解锌车间综合班班长芮前任

中共党员、铜陵金威铜业有限公
司退休干部、原金威公司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张帮来同志，因病于 2 月 26
日 17 时 40 分在铜陵市立医院逝世，
享年 65岁。

张帮来同志系安徽省枞阳县人，
1954 年 10 月出生，1973 年 3 月参加
工作，198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生前历任望江县白沙乡初级中学教
师，望江县华阳高级中学教师，有色公
司老干部处秘书，有色公司纪委秘书、
办公室主任，有色机械总厂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金威公司行政事务部部长、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2014 年 10

月退休。
张帮来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始

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团结同志，清
正廉洁、尽职履责；对工作认真负责，
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勤奋好学，默默奉献。退休以后，仍然
情系企业，积极建言献策，支持金威
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为铜陵有色的建
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帮来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
于 2 月 28 日 7 时 50 分在铜陵市殡
仪馆举行。
中共铜陵金威铜业有限公司委员会

2018 年 2月 27日

张帮来同志逝世

铜冠机械公司
矿冶设备制造分厂
职工正在矿车制作
开展起吊作业。铜
冠机械公司矿冶设
备制造分厂自去年
11 月份承接了冬
瓜山铜矿 10 台 10
立方米矿车制作订
单以来，为保证 2
月底顺利交货，该
分厂倒排工期，组
织职工加班加点开
展制作加工，保障
了加工进度，目前，
这批矿车加工已进
入扫尾阶段，完工
在即。
王红平 王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