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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半来，铜冠建安钢构公司经
理黄也文累并快乐着，累的是连续三次
中标要求严苛的海亮集团项目，快乐的
是多次打败劲敌，总共拿下了来之不易
的12.4万平方米厂房建设项目。今年
前8个月，外部市场由去年64%提高到
72%，预计到年末达到80%，再次刷新
了公司发展新高度。

“今年来一直没闲着，忙得像
打仗似的”

与去年不同的是，该公司上下今年
来一直忙碌着，除了抓好集团公司内部
工程施工外，还得全力以赴抓海亮项目
建设。“‘海亮速度’闻名遐迩，广东海亮
项目要求甚严，逾期一天要罚款200万
元。”黄也文说。

今年元月25日，该公司中标了广
东海亮5.4万平方米厂房建设项目，比

安徽海亮项目整整多出2万平方米，但
工期仍然为120天。同时要求地脚螺
栓2月7日全部到位，确保土建施工单
位基础工程正常施工。

元月底，我国南方已春意盎然，而
中西部地区正是隆冬季节，漫天大雪阻
断人们出行的脚步，许多工厂关门歇业
过春节。市场上本来紧缺的大型螺栓
更是寥若晨星，采购人员在走遍武汉、
广东、上海、南昌、长沙等地后，仍然是
一无所获，在千里迢迢的冰天雪地中买
回材料，自己日夜加工。

“我们要在铜陵本部把所有的构件
加工好，要赶在3月22日吊装前运送到
广东项目工地。所有员工正月初三就
上班了，忙得像打仗似的。”黄也文感叹
当时项目建设的火急情况。

广东上半年天气如同娃娃的脸，
说变就变，六七月份更加明显。“哪像

我们江南是绵绵细雨，那边一下就是
瓢泼大雨，刮台风、下暴雨是常态，如
果一个月时间里有10天晴天就是万
幸了。”该公司副经理张吴友介绍，由
于缺乏沿海天气作业经验，他们没少
吃苦头。

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是今年6月上
旬第四号台风“艾云尼”，狂风暴雨持续
了一周时间，工地上是一片汪洋，进水
最深达4米。“整个6月份，就有20天都
在不间断下雨，想要个完整的晴天都是
很困难的。”张吴友说，员工只得蜗居在
集装箱活动板房里，连吃饭饮水都很困
难。持续地下雨让员工思想烦躁：有的
员工想家了，有的员工关节炎犯了，钢
构公司领导及时进驻，与员工同吃同
住，交流谈心，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家里
的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

台风过后，工地上是一片狼藉，泥

糊有半人多深，所有构件被泥糊包裹
着。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衫。在
烈日下、在小雨中，钢构公司员工振作
精神，起早贪黑抢洗构件，小型构件进
不去，他们就肩扛手抬；吊车陷淤泥，他
们就合力推；为了在7月前台风高发期
前完成屋面封顶，该公司又增派了10
多名精兵强将，形成60多人规模的大
会战。盛夏季节，烈日像火球一般烤着
大地。“别的项目工地工人干活六七个
小时算多了，而我们工人每天坚持干十
一二个小时，犹如拉满的弓弦，与工程
进展在赛跑，进度、安全、质量、投资齐
头并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得
到了业主高度赞许，被授予‘免检工程
’，看着咱们员工在烈日下那股拼搏的
劲都不忍心。”黄也文说到动情之处，沉
默了。

（下转第二版）

——铜冠建安钢构公司开拓外部市场侧记

筑梦路上的丰碑
他穿梭于铁轨之间，或将一辆辆车

连接成车列，或把一列车拆分成一辆辆
车，他的职业被人称为铁路机车的“编
程员”；他在车列上“飞上飞下”，或在弓
步弯腰检查车辆，或悬挂在移动的车列
上进行瞭望指挥，他是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一名普通的铁路调车员、集团公司
劳动模范刘中明。

在铜陵有色余家村总站，金铁分公
司车务段调车二组组长刘中明参加完
单位派班后，根据车站调度计划，他跟
自己的班组成员仔细地交待了当天的
工作及安全注意事项。8月上旬，持续
高温、太阳特别毒辣，他叮嘱大家一定
要带好仁丹、十滴水等防暑降温的药
品，防止中暑。调车员是全天候职业，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寒，都是
露天作业。

刘中明告诉笔者：“夏天太阳晒对
调车员来说还没有什么，我们就怕冬天
和下雨天。冬天顶车，人在车厢闸台上
或手抓在车厢外侧的扶梯上，衣服穿得
再多，风都能往身体里面钻，等将车子
顶到位，下车后人已经全身冰凉；而下
雨天，特别是夏天的雨天，穿着厚厚的
雨衣，全身衣服都湿透，又闷又热，十分
难受。”

一天，刘中明要带连接员姚志泉、
丁为去铜陵西火车站挂50节货车回余
家村总站。火车头到铜陵西站后，刘中
明和两名连接员立即仔细地检查50节
运货的车厢，在车列尾部松闸、试风，然
后向车站信号值班员报告列车尾部车
号。50节车厢有600多米长，刘中明
和同事弯着腰从尾部检查到头部，遇到
风管没接要立即接上，手摇闸没有松开
要爬上车厢将手摇闸松开……此时，骄
阳已爆发它的威力，股道间、道床上翻
腾着滚滚热浪，车厢和铁轨都已经变得
灼烫。不多时，刘中明和同事们已大汗
淋漓，全身的工作服已经湿透。

刘中明说，列车检查时一定要一丝
不苟，若是手摇闸摇紧未被松开，在行
驶中闸瓦对车辆轮对会产生摩擦生热，

导致轮对损坏，这样就会造成十几万元
的损失，严重的要是轮对抱死，列车经
过道岔区域时会导致列车颠覆，给企业
带来上百万元的损失，甚至会出现人身
伤亡事故。

今年40周岁的刘中明，于2000年
从铜陵有色技校铁路班毕业后，被分配
到铜陵有色余家村总站。由于铁路工
作十分艰苦，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30
多名同学，先后陆续调走了三分之一。
但是，面对“脏、累、苦、险”的联接员和
调车员工作，刘中明却始终保持着乐观
的态度，反而喜欢这种责任心要求十分
强的工作，他先干了四年联接员，然后
通过考试提升为调车员，2011年他被

“公推直选”为调车二组组长，现在因为
工作需要他又开始学习车站调度员。
他不管干什么、学什么，他都是一丝不
苟，和他在一起上班的同事都知道，只
要车子一动，性格开朗的刘中明就会不
苟言笑，坚决按标准化作业。正因为对
工作一丝不苟的坚持，刘中明上班近
19年来，一直是安全无事故，避免行车
安全事故数十次，他的班组也是“零”事
故。

由于铁路工作的特殊性，调车员
的工作时间特别长，白班是7时30分
到18时30分，晚班是18时30分到第
二天7时30分，一个班要12个多小时，
经常一班要跑三四台车，天天是白班工
作晚点、晚上通宵工作。刘中明的爱人
从事餐饮服务工作，也是上白班，小孩
基本是管不了。2012年，刘中明只好
麻烦父母来帮忙照顾和接送小孩上
学。也许是巧合，他从2000年参加工
作以来，近19年中，他都是在大年三十
上班。采访中，刘中明愧疚地说：“工作
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怎么照顾家，小
孩都是妻子照看的多。”

金铁分公司车务段党支部书记柏
金虎告诉笔者，刘中明之所以能一心扑
在运输生产和班组管理上，他妻子胡美
丽一直默默地在他背后支持，“军功章”
也有他妻子的一半。 方咸达 王树强

——记集团公司劳动模范刘中明
一丝不苟地坚守

金威铜业公司板带分厂职工日前正在巡查统计C1940合金带卷情况。金威铜业公司针对C1940表面白点缺陷导致工
序成品率偏低的弊端，板带分厂积极组织技术骨干成立QC小组，开展了QC质量攻关活动，合金工序成品率由原来的
84.05%提高到了92.89%，该QC小组也因此于日前获得了有色行业优秀QC小组称号。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今年的前8个月里，铜冠电工公司
本部的漆包线销售量17000吨，比去年
同期增长9%。8个月新开辟用户18家
企业，已正式供货6家新企。在今年市
场竞争严峻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开辟市
场的力度与成效，令同行惊叹。

9月5日，铜冠电工公司营销部偌
大的办公区里，人人忙碌。偏安一隅的
小角落里，丁兵、吴小敏、刘德进，我们
围坐一起低声闲谈。因为低声，谈话深
处气氛更感温润。因为闲谈，找市场这
种一刻怠慢不得的大事，才显得更加真
实。

“电动车上，铜冠电工公司的漆包
线，目前已占50%的总量以上，独领风
骚。电动车品牌中的大牌像雅迪、爱
玛、绿源，都用我们的。一个月，销售量
6千吨以上。我们价格不菲，但他们愿

意用。因为质量！98%的合格率，谁不
愿意用！他用我的，他的成品率也高。”
丁兵略带无为口音的语速，兴奋处，快
速而凌乱。“7月份，无锡一家企业做电
动车的，电话找上门了，他们从江苏新
伟动力公司得知我们名声。电话里就
11个字：听说你们货不错，人也不错。
这还说什么呢？走访，实地了解。然
后，直接发样品过去，5吨多，让他们试
用。才一个月多，已经供货 30 多吨
了。8月份以后，开始批量供货了。”

吴小敏，集团公司优秀营销能手，
铜冠电工公司营销部副部长。这位30
多岁的营销专家，一度被行业里认为是
开辟市场的高手。“无锡那家企业说得
对哦，找市场，就那几个字：货不错，人
不错。”这位游弋于市场里多年的营销
行家深有体会地说，货不错，质量好；人

不错，信誉好。别人心里踏实。
“广州一个大企业，8年前，用的漆包线，
都是铜陵另一家的。从未想过把我们
纳入他们供货商范畴。每次我们去，他
们也接待，也和你谈，就是不用你的线，
连续多年。每次去，我们自己带点土特
产之类的，坐会就走。你想想，从铜陵
到广州呀，坐会就走。其实心里有多难
受。”为挤进去，每次千里迢迢带点“小
东西”去拜访明知会被拒绝的客户，吴
小敏每一次落空，强打精神准备下一次
再去“坐坐”。精诚所至的效果，是3年
前，终被对方将铜冠电工公司吸收为供
应商。

8月10日，37摄氏度的高温下，吴
小敏和营销部部长助理刘德进千里赶
惠州。当得知对方采购部长幼小的孩
子暑假也在那个厂里时，他们立即准备

了一盒精美的巧克力，作为小礼物送给
孩子。

同行佼佼者的质量让铜冠电工人
在寻找市场里有了底气；温润的情感，
让丁兵、吴小敏、刘德进他们有了异于
他人的推销力。而另一层设身处地的
为对方商家着想的“情感”，则为铜冠
电工赢得了更好的“服务品牌”：每一
轴漆包线 250 千克以上，人是搬不
动。从商家的仓库到生产线运输不方
便。深圳“特尔佳”公司多年来就是靠
几个人工一步一步地挪着成捆的轴线
走向生产线的。丁兵一次无意在该公
司见此情景，立即建议设计一个特有
吊具，专门用于勾、吊这种漆包线。“省
时省力，安全，效率高”，如今每一次该
公司负责人见到铜冠电工营销人员都
会对此赞誉一次——温润的营销手
段，让深圳“特尔佳”公司自此辞退所
有其他供货商，专一采购铜冠电工公司
产品。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华 伟

他们 带着情感找市场

据多家报纸报道，今年 8 月下
旬，男子孙某在济南乘坐 G334 次
高铁列车时，不坐自己的座位，而
坐在一位女乘客的座位上。等女
乘客上车时，要孙某让座，孙某拒
不相让，竟说“谁规定一定要按号
入座？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去坐
我 那 个 座 位 ，要 么 自 己 去 餐 车
坐”。在列车员的沟通下，孙某依
然“卧座不起”，还称“自己有病起
不来了，下车也站不起来”，并要
乘务员帮助找轮椅。孙某的丑态
让 网 友 们 感 叹“ 无 赖 到 了 新 高
度”。事后，虽然孙某发布了视频
公开道歉，但网友们并不买账。

众所周知，坐火车、汽车、轮船、飞
机对号入座，遵守秩序，这是幼儿园小
朋友都懂的规矩，何况是一个成年
人。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遵
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插
队、占座等不文明、不守规矩的不良行
为屡见不鲜。网友们对孙某的行为群
情激愤的背后，正是对平日里遭遇了
太多不守规矩行为的不满。

8 月 24 日，济南铁路公安部门
对孙某调查取证完结，并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 23 条第一款第三
项之规定，给予孙某治安罚款 200
元的处罚，济南铁路客运部门并在
铁路征信体系中记录孙某的不良
信息，并在一定期限内不准孙某购
票乘座火车。

俗 话 说 ，没 有 规 矩 ，不 成 方
圆。规矩不分男女老幼，都要自觉
遵守，切不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
法律规章制度以及公共规则之上。
对不遵守规矩的人，也绝不能视而
不见，姑息迁就，否则是对遵守规则
者的不公。惩罚不守规矩的人，正是
对国家和他人利益的维护，也是给不守
规矩的人敲响了警钟。

殷修武

要对不守规矩的人说“不”

本报讯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党
员教育工作是金冠铜业分公司党组织
建设中的突出亮点。如今，通过创新
授课形式、丰富教育内容，该公司在现
有基础上，深层次推进党员教育工作，
使之成为了每一名党员的“必修课”。

依据年初该公司党委制定的《党
员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如何实施和推
进具体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任务、方
式和内容。该公司充分利用自有资
源，多层次、多渠道地开辟学习途径，
不断丰富学习载体，探索学习方式。

在各基层党支部，根据党员的个
人需求和岗位实际，多种形式新颖的

“三会一课”也不断涌现，集中学习、支部
书记互授党课、微党课……党员学习兴
趣持续提高，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党员活动日+读书分享会”是该公司精
炼车间党支部开设的“新课程”，党员们
在阅读与分享中提升着自身的党性修
养。在保全党支部，党课竞讲平台正式

“上线”，普通党员轮流成为党课授课“教
师”，利用十分钟的微党课，将自己对党
的理论知识的理解融入宣讲材料，在轻
松的氛围中引发着听众共鸣。

该公司党委鼓励党员将集中学习
与个人自学、互学相结合，在企业OA
系统中开辟了党建信息版块，在这里，
不仅可以下载最新的学习资料，也可
相互学习探讨。

此外，金冠铜业分公司拓展培训
视野，积极向集团公司兄弟单位“取
经”学习，在借鉴他们先进的党建工作
经验中“走了出去”“学了回来”。

“制度+管理”是该公司党委保证
党员教育培训成效的有力举措。在建
立健全党员轮训制度基础上，党员教
育培训管理工作也持续加强。党员参
加学习的时间、次数、学习内容都被详
细记录，党员学习情况得以全面掌握。
所收集的党员参训情况成为了民主评
议党员的重要考核内容。每一季度，各
党支部书记也将接受统一培训和测试，
以期提高党务工作者的管理水平。

党建离不开生产，按照年度方针
目标和党员岗位职责，该公司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帮
助广大党员干部更新知识存量、优化
知识结构，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
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成为推动
工作的具体行动。 萨百灵 封保敏

金冠铜业分公司 党员教育培训成为“必修课”

铜冠矿建公司刚果（金）金森达项目，有149名刚方员工。项目部不定期对他
们进行培训，并安排中方员工“传帮带”。如今，他们不仅分布在后厨、保安等后勤
岗位，井下掘进、维修、测量等重要岗位上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图为中方员工正
在对刚方员工进行井下测量技术指导。 陈 潇 摄

《铜陵有色报》社招聘启事
《铜陵有色报》社因工作需要，经

批准，现面向集团公司内部招聘记者1
名。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

集团公司已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
职工，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
素质，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风正派，
爱岗敬业，团队协作精神强。

岗位

记者

合计

人数

1

1

条件

1、年龄：19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学历：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及以上。
3、具备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一定的新闻写作能力。
4、有新闻从业经历或具备摄影专业技能者优先。

二、录用方式
经笔试、面试，择优考察、体检合

格后，予以试用，试用期3个月。试用
期满合格后正式录用。

三、报名方法及时间
应聘者须持本人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1张1寸
近期照片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机关大院西侧
楼一楼128室）报名。

联系电话：0562-5860078
联系人：符女士；
报名时间：2018 年 8月 30 日至

2018年9月10日（工作日）。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2018年8月23日


